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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雖然美墨
加協定才剛於7月正式生效，
但川普仍盯上關稅手段，對
加拿大進口的鋁製產品恢復
徵收 10%關稅措施；對此，
加國也予以反擊，將對價值
27 億美元的美國產品徵收報
復性關稅，以反制美國總統
川普對加拿大重新加徵鋁關
稅，其中還特別對川普喜愛
的高爾夫球桿下手。

據路透社報導，加拿大
副 總 理 方 慧 蘭 （Chrystia
Freeland）7 日宣布，這項反
制措施將在 9 月 16 日前實施
，在實施前的這段期間，政
府將與業界磋商。

川普6日宣布，將自本月
16 日起，針對部分從加拿大
進 口 的 鋁 製 產 品 恢 復 徵 收

10%關稅措施，以保護美國產
業不受加國進口產品 「激增
」的情況影響。然而加國否
認有任何不當行為。

方慧蘭表示，在全球對
抗疫情之際，貿易爭端是最
沒必要的事，只會傷害兩國
經濟復甦；但面對川普所選
擇的，加拿大不會升級爭執
，但也不會退縮，並嗆川普
這項決定完全不能接受、荒
謬可笑。不過，她仍希望能
與美國協商，並希望美方能
重新考慮。

加國可能列入實施報復
性關稅的美國產品包括鋁條
、鋁板、冰箱、腳踏車、洗
碗機與高爾夫球桿等，而川
普嗜打高爾夫球。

加拿大對美徵加拿大對美徵2727億報復性關稅億報復性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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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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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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表示，已和英國
方面在貿易協定主要協商爭論點達成一致看法， 「在大多
數領域達成實質協議」，雙方都希望能在8月底前達成大
致協議。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日英雙方對日本出口
的汽車，英國將分階段調降關稅，並在2026年達成零關
稅等，還有幾乎所有品項工業產品關稅水準已達成實質上
協議，在主要協商爭論點方面達成一致看法。

茂木表示，在24章的貿易協定中，已在大多數領域
達成實質協議。

日本政府相關人士表示，雙方只剩部分農產品等事項
待解決，由於部長級協商已進行兩天，未來再舉行的可能
性不高，雙方正朝月底前能達成大致協議進行事務層級協

商。
日本TBS電視台報導，有關日本跟脫歐後的英國協商

貿易協定，目前人在英國倫敦進行協商的茂木說，已跟英
方達成一致看法，將在8月底前達成大致協議。

茂木6日起與英國國際貿易大臣特拉斯（Liz Truss）
當面協商，7日在協商結束後透過線上記者會說， 「在大
多數的領域已達成實質協議」、 「主要爭論點方面已和特
拉斯達成一致看法」，雙方已同意以月底前完成大致協議
作為目標。

由於英國脫歐，日本如果不能在過渡期結束的今年底
前簽訂新的貿易協定，將無法適用關稅優惠待遇。日英兩
國持續進行最後談判，希望新的貿易協定能在明年1月1
日上路。

印度客機墜毀印度客機墜毀，，居然是十年前慘案的翻版居然是十年前慘案的翻版

日英協商貿易協定日英協商貿易協定盼盼88月底達大致協議月底達大致協議

（綜合報導）時隔十年，印度民航業再次發生大型空難。當地時間昨夜，一架波音
737-800客機在印度南部降落時衝出機場跑道，碎成兩截。包括兩名飛行員在內的至少
20人遇難，140餘人受傷。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次事故與十年前的那次造成158人遇
難的空難有太多相似之處，而且還有安全專家事先的警告。那麼問題來了，印度航空管
理部門這十年都吸取什麼教訓了？

當地時間8月7日晚7時40分左右，印度一架波音737-800客機在該國南部喀拉拉邦
卡利卡特國際機場降落時徑直衝出跑道，斷為兩截。機上共有190人，包括174名成年
乘客、10名孩童、2名飛行員和4名空乘。截至北京時間8日12時，事故已造成至少20
人死亡，140多人受傷。其中，由於飛機機頭撞得粉碎，2名飛行員均已遇難。

救援人員表示，所有生還者均已被救出飛機。所幸飛機沒有著火爆炸，否則傷亡難
以想像。另據中國駐印度使館消息，此次事故不涉及中國公民，沒有中國公民傷亡。
這架客機屬於印度快運航空，航班號為IX1344，此行是為了撤離因新冠疫情滯留阿聯酋
迪拜的印度僑胞。然而，對於這些好不容易回到印度，且在事故中倖存的人來說，萬幸
中的不幸是——由於一名空難死者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所有乘客都必須接受檢測，所
有參與救援行動的人員也都要進行自我隔離。

目前，墜毀客機的飛行數據記錄器“黑匣子”已經找到。儘管“黑匣子”的數據尚
未解讀，但多位航空安全專家已對事故原因展開了分析。
首先，是天氣。客機降落時，當地正下著大雨，能見度僅約2000米，目視條件非常惡劣
。客機著陸前的飛行軌跡顯示，飛行員在降落前曾繞機場數圈，曾兩次嘗試降落但均告
失敗。之後，客機在惡劣條件下冒險著陸，然後衝出跑道墜毀。雖然尚不清楚飛機沒有
及時制動的原因，但傾盆大雨顯然會讓跑道更加濕滑。實際上，喀拉拉邦連日來大雨始終不斷，
造成該邦伊都基區的蒙納山區茶園7日凌晨發生了一系列山體滑坡，至少有18人喪生，52人失踪
。

其次，是地形。
卡利卡特國際機場與常見的機場迥然不同，這是座建在丘陵上的桌台式機場，機場跑道高出

兩側地表約60米，就像一張狹長的茶几。事實表明，相比於天氣，這個因素或許更致命。機場地
形圖事發時，客機降落在10號跑道上，但之後不斷向前滑行，最後衝出跑道盡頭，撞進跑道盡頭
深約9米的壕溝裡，造成機身前部完全破碎，機身斷裂。這種劇烈的撞擊很可能是造成數十人身
亡的直接原因。

僅此而已嗎？歷史時常表明，人是健忘的，而且印度航空管理部門似乎尤其健忘。十年前，
印度民航發生一起死傷非常慘重的民航事故。 2010年5月22日，印度快運一架由迪拜飛往印度南
部芒格洛爾國際機場的波音737-800客機在降落時衝出跑道，全機166人中158人遇難，僅有8人
倖存。請注意幾個不斷重複的關鍵詞：印度快運，波音，降落失敗，衝出跑道。不過需要事先聲
明的是，雖然失事客機都是波音737，且都是從迪拜飛回，但這個鍋還是甩不到737-800身上的。
這不僅是因為該機出色的飛行性能，也是因為這些事故更多的還是人禍，尤其是十年前的那起事

故。 2010年5月22日清晨6時30分，編號為IX812的客機經過一夜飛行即將在芒格洛爾國際機場
降落。當時天氣條件十分優越，微風、無雨，可見度6000米以上。但不幸的是，這架飛機卻掌握
在一名極其不稱職的機長手裡。當時，機長在降落前不到1小時才醒來，尚未完全清醒便從副機
長手裡接管客機。因此，他沒來得及做好降落規劃，也沒注意速度和高度的異常，直到距離跑道
十分接近時才發現高度過高。這大概是航空史上最嚴重的疲勞駕駛事故了 雖然副機長提醒他這種
情況不宜降落，但機長反而解除自動駕駛，並操作客機以俯衝的姿態加速下降。結果，客機因巨
大的動能衝出跑道盡頭，墜毀並起火燃燒，釀成慘劇。故事並沒結束。細心的讀者應該注意到，
衝出跑道本身並不意味著墜毀，為什麼印度客機衝出跑道便這麼嚴重呢？很簡單，因為事發的芒
格洛爾國際機場和昨天事故的機場一樣，都是高出地面的桌台式機場。這其實是兩起事故到目前
為止最大的共同點，且兩座機場都在印度半島南部。但令人無語的不是地形的客觀因素，而是人
為的疏忽。早在10年前的慘劇後，印度航空安全專家莫漢•蘭加納桑結合事故調查，對這次事故
發生的卡利卡特國際機場發出警告，表示其存在降落安全隱患。

IX812號航班墜毀示意圖，昨天的災禍幾乎是對此的重演。然而，印度政府和管理機構對此充
耳不聞。一晃十年過去，悲劇卻再次上演。目前，印度官方已要求印度航空器事故調查局、印度
航空和印度機場管理局派人進行調查。但相比於調查結果，筆者更關心在調查結束後，印度民航
部門能否真的從中吸取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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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和國會領袖經過十二回和之談判，仍
未對紓困案達成協議，川普總統聲稱，如果民
主黨仍然堅持，我將動用總統權限來解決人民
之需要。

成千上萬正待救濟的失業人口已經成為民
主共和兩黨爭議的主題，民主黨希望維持每週
六百元之救濟金，但是共和黨認為這是養懶人
的做法，其中還有對州政府地方之補助方式也
各持己見，看來本週前將無法得到解決。

根據最新數據顯示，全國物價目前正在不
斷上漲，無數家庭付不出房租，免費食物隊伍
越排越長，病毒檢測緩慢，無法到校上課學生
造成諸多社會問題。

這是我們熟知的美利堅共和國嗎？川普總
統還繼續在外交上採取強硬政策， 內政紛爭不
斷，面對天災人禍，讓我們大家共同參與改變
。

願天佑美國！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88//0808//20202020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failed to agree on a
second stimulus package and were unable to
deliver the much needed aid on its self-imposed
deadline.

President Trump said that if policy makers do not
resolve the second stimulus package issues, he

would take things into his own hands. He said that
if Democrats continue to hold this critical relief
hostage, “I will act under my authority as
president to get Americans the relief they need.”

Today, a lot of families can’t make their rent
payment. The grocery prices keep going on up and

the free food lines
are getting longer.
The virus testing is
going very slow.
Students can’t
go back to school
which is creating a
lot of social
problems. Is this
the country we are
living in?

We deeply regret
that our country is
in such deep
trouble. Is America
no longer
beautiful?

Congress Unable ToCongress Unable To
Deliver Second StimulusDeliver Second Stimulus

PackagePackage

紓困案遭遇阻困紓困案遭遇阻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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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米蘭公交系統近8%員工血清檢測呈陽性

多數為駕駛員

綜合報導 意大利米蘭薩科醫院向媒體通報，公交系統員工血清

檢測報告指出，針對米蘭ATM公交公司員工血清檢測結果顯示，米

蘭公交系統7.7%的員工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大部分感染者為公

交駕駛員。

據報道，該項檢測從今年 5月開始，累計 1852名米蘭公交員工

接受了血清檢測，受檢員工年齡在 36至 51 歲之間。檢測結果顯示

，在受檢的 45 歲以下員工中，5.7%的人已具有新冠病毒抗體；受

檢的 45 歲以上具有抗體員工的比例為 9.8%。平均受檢者的感染率

為7.7%。

報告同時顯示，接受檢測的142名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的員工，

其中50人為無癥狀感染者。

米蘭薩科醫院傳染科主任馬西莫· 加利表示，此項針對公交系統員

工的血清檢測結果，與米蘭壹家大型醫院誌願獻血者檢測感染率基本壹

致，反映了米蘭大都市區新冠病毒疫情的感染率。

加利指出，針對米蘭不同社會群體的病毒檢測研究表明，米蘭具有

病毒抗體無癥狀者感染者的比例應該在30%以上，在社會工作群體中，

45歲以下的群體較年長者感染率要低很多。

超六成希臘民眾不打算度假
當局推補貼促旅遊業復蘇

綜合報導 根據希臘商業和零售業協會(SELPE)的壹項調查，只有三

分之壹的希臘人打算今年夏天出門度假。為促進旅遊業復蘇，希臘旅遊

部長塞奧哈裏斯近日宣布，希臘政府已將2020-2021年度“全民旅遊”計

劃的預算從3000萬歐元提高到1億歐元。

據報道，雅典經濟與商業大學ELTRUN實驗室進行的壹項調查顯示

，只有14%的希臘人在2020年夏天依然會像往年那樣去度假，而18%的

受訪者表示，由於受到收入減少的影響，2020年他們的假期計劃將不得

不作出調整，不少受訪者表示，他們將縮短度假時間，同時在住宿選擇

上，他們也不再會選擇那些昂貴的酒店。另有44%的受訪者表示，他們

2020年將不再會去度假。

為了促進旅遊業復蘇，希臘新推出的“全民旅遊”計劃將使成

千上萬的希臘人有機會享受補貼假期。該計劃面向低收入的人群，

被納入到計劃中的人士如果在酒店中住宿 4晚，可獲得 2個晚上的

補貼。

希臘旅遊部長哈裏斯· 塞奧哈裏斯(Haris Theoharis)說：“這項計劃

壹方面幫助了那些渴望度假的希臘家庭實現夢想，另壹方面更多的人參

與到旅遊活動中，也能更好地促進希臘旅遊業的恢復。”

這壹旅遊計劃已經開始接受補貼申請。根據希臘旅遊部的數據，到

目前該部已經收到了45萬申請，覆蓋約75萬希臘人。

除了“全民旅遊”計劃外，希臘國內旅行還將得到3700萬歐元預算

的補助支持，和公司代金券。通過該計劃，私營部門將向雇員提供旅行

券用於度假。

塞奧哈裏斯還強調，當前希臘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在接待旅客和

有效防疫之間找到平衡，這也是全球的共同難題。遺憾的是，迄今為止

還沒有找到“魚和熊掌兼得”的雙贏模式。

疫情下的英國：緊急叫停“解封”措施 選舉等多項活動推遲

綜合報導 英國疫情近期出現反彈趨

勢，英國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緊急叫停原

定於本周末(8月1日-2日)實施的解封計

劃，媒體稱數百萬英國人的生活將因此

受到影響。自新冠肺炎疫情在英國發生

以來，包括地方選舉等多項社會活動受

影響推遲或取消。

鮑裏斯· 約翰遜7月31日遺憾宣布，

即將在本周末開始實施的四項解封計劃

不得不推遲至少兩周實行；其他方面的

規定還涉及到擴大戴口罩的場合、對企

業復工的要求等。

受該項政策影響，英格蘭範圍內計

劃於8月1日-2日進行觀眾入場試運行的

賽事將全部改為閉門比賽。禁止觀眾入

場的政策將至少持續到8月15日。7月17

日，約翰遜剛表示他們計劃10月把觀眾

帶回體育場，依照此前的“解封”計劃

，本周末進行的兩場男子板球賽、8月1

日的壹場賽馬活動以及7月31日已揭幕

的斯諾克世錦賽都要迎接少量觀眾，旨

在為10月觀眾的全面回歸做準備。

除體育賽事受到疫情沖擊暫時難以

恢復常態以外，疫情時期，英國的地方

選舉等多項政治活動也被推遲。

因疫情嚴峻，英國議會三月曾決定

推遲多項選舉活動壹年，至2021年5月

。選舉推遲後，當地議員、市長和警察

及犯罪事務專員由原本任期四年，將延

長任職至五年。而由於選舉從2020年推

遲到2021年，2021年5月當選的官員任

期將只有三年。

英國政府稱，推遲選舉是政府減

少社會交往和減緩新冠病毒傳播所做

的努力。選舉委員會表示，沒有信心

選民能夠安全地參加投票活動，且招

募票站員工方面也遇到困難，部分人

員已經拒絕參加票站工作，以免感染

新冠病毒。

選舉推遲措施也受到了社會各界的

肯定。代理自由民主黨領導人埃德· 戴維

爵士說，推遲投票的舉動是“正確的決

定”。英國司法部長羅伯特· 巴克蘭

(Robert Buckland)談及推遲選舉時指出，

“在這種情況下，重新審視地方政府的

年度周期，在我看來，推遲它們是正確

的事。”

推遲選舉的決定也得到了英國選

舉管理者協會的支持。該協會首席執

行官彼得 · 史坦永(Peter Stanyon)說：

“這是壹個未知的領域，我們的成員

壹直對安全舉行這些選舉提出了重大

關切。”

紐卡斯爾大學政治學博士 Alistair

Clark在英媒撰文分析了“疫”中選舉面

臨的種種困難稱：“(選舉)延遲壹年可能

是正確的選擇。”

英國媒體稱，針對新冠肺炎的新

的社會限制措施，將使數百萬英國人

的生活受到影響，對於防控措施的合

理性，英國首相約翰遜解釋稱“不會

允許病毒進壹步擴散，對英國造成更

大災難。”

德國免費為入境者提供病毒檢測
來自高危地區須強制執行

綜合報導 為了減少新冠病毒在夏

季旅遊旺季的傳播，德國當局推出系

列防控措施，從8月1日開始，所有進

入德國的人在入境72小時之內，無論

是否具有病毒感染跡象和癥狀，均可

免費接受新冠病毒檢測。與此同時，

從高風險地區入境者，必須接受病毒

檢測。

據報道，德國衛生部長延斯· 斯帕恩

在宣布免費新冠病毒檢測措施的同時，

呼籲民眾要積極參加測試，旅行回國的

人都應該自願接受病毒。

斯帕恩指出，德國感染人數增加是

壹個明顯的警告信號。他說，病毒不會

休假，病毒檢測是為了阻止無癥狀感染

者，造成病毒在德國蔓延的又壹個防疫

工具。

報道稱，在入境德國72小時之內，

人們可以免費在機場、火車站、診所、

衛生局等地點接受測試，也可以通過撥

打醫療服務電話116、117查詢檢測地點

。

德國衛生部表示，旅客可以通過登

機牌、機票、酒店賬單等證明曾經在境

外停留。測試中心情況不同，大約24至

48小時後，可

以出具檢測結

果。

對於前往

感染率較高的

高危疫情地區

旅行歸來的人

，要遵守更加

嚴格的規定。

羅伯特· 科赫研

究所官網公布

了高危國家和

地區名單，最

新增加的有阿

拉貢、加泰羅尼亞、納瓦拉西班牙三個

地區和盧森堡。

凡是來自這些風險地區的人，進入

德國後必須進行14天的隔離，並向衛生

部門報備。從8月3日起，來自風險地區

的回國人員，必須履行接受新冠病毒測

試的義務。

根據新規，從風險地區入境德國的

人，必須在入境前48小時內或入境後72

小時內接受檢測。在測試結果為陰性之

前，必須接受隔離。

面對不斷上升的新冠肺炎感染人數

，德國經濟部長彼得· 阿爾特邁爾呼籲，

違反防疫規則要受到更嚴厲的處罰。

阿爾特邁爾說，任何故意危害他

人的行為，都必須預料到這將給自身

帶來嚴重的後果。我們目前所看到的

風險增加，主要是由於極少數人粗心

大意、不負責任的不當行為造成的。

因此，必須更有為效地阻止這種情況

的發生，包括對故意或重大過失進行

罰款和處罰。

舒適欣賞太空景色？
維珍銀河公開太空船內部設計

綜合報導 英國維珍集團旗下的維珍銀

河公司公開了其商用宇宙飛船“太空船二

號”(SpaceShipTwo)的客艙設計。飛船有6

個座位及特別設計的“太空鏡”，為乘客

提供太空旅行體驗。

報道稱，該宇宙飛船投入服務後，將

於美國新墨西哥州南部的“太空港”升空

，每次可搭載6名受過訓練的旅客，航程

歷時90分鐘。旅客可乘宇宙飛船升至9.7

萬米高空，通過12個圓形窗戶遠觀地球全

貌，艙內每個窗戶都配備壹部相機，為旅

客與地球合影。

當宇宙飛船升至最高點時，艙內會短

暫出現失重現象，屆時身穿宇宙飛行服的

旅客可離開座位，體驗失重感覺，並通過

配備在飛船尾部艙壁上的大型“太空鏡”

欣賞自己漂浮的奇景。

維珍銀河證實，宇宙飛船仍需取得美

國聯邦航空管理局許可後才會投入服務。

維珍銀河太空事務總監懷特塞茲透露，每

次太空體驗收費25萬美元，已有600名顧

客報名。他表示價格日後有望下調，讓更

多人能體驗太空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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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4 日起變賣強征勞工的日企資產
日方稱將采取報復措施

綜合報導 日韓強征勞工案涉及的日本企業

在韓資產變賣程序將從8月 4日起正式啟動，日

本政府日前明確表示要進行“報復”。分析稱

，如果日本將之付諸實踐，韓日關系很有可能

因歷史問題進壹步引發經濟糾紛，並從此走向

災難性結局。

據報道，韓國法院此前在終審判決中要求

日企新日鐵住金賠償韓國被征勞工並扣押了該

公司在韓資產，扣押手續將於 8 月 4 日完成，

法院可據此從 4 日起走有關強制變賣股票的程

序。

《讀賣新聞》8 月 2 日報道稱，如果新日

鐵住金(現日本制鐵)資產被變賣，日本政府計

劃采取對抗措施，目前正在討論多種內容。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 1 日在讀賣 TV 上露

面，就變賣資產問題表示“正在討論各種應

對措施”，“方向已切實決定”。作為報復

手段提到的有提高關稅、停止匯款、限制發

放簽證、扣押韓國在日資產、臨時召回日本

駐韓大使等。

據消息稱，韓國外交部當天表示，政府密切關

註法院命令變賣強征勞工企業財產後，日方采取報

復措施的可能性，並在研究應對方案。

另據報道，將日本制鐵的在韓資產實際變現

，將需要相當長時間以履行出售命令審理、股票

鑒定、出售等程序，因而日本何時采取報復措施

尚不明朗。另外，如果日本強行采取報復，該國

也可能像去年限制出口時壹樣受到損失，所以日

方也比較謹慎。《日本經濟新聞》2日表示擔憂

稱“限制發放簽證或金融制裁等會對日本企業或

國民造成不利影響”。因此，同立即打報復牌相

比，日本政府更可能關註變賣程序。《讀賣

新聞》援引日本政府官員的話報道說“僵局將持

續到年底”，共同社也援引多名政府人士的話分

析說，“(日本政府)表示將采取報復，意在加強

牽制，制止韓方變賣。”

據報道，日本於1910年至1945年在朝鮮半島

施行殖民統治時，曾強擄當地民眾赴日當勞工。自

上世紀90年代末起，韓國部分勞工及家屬開始對

日企提出訴訟。

2018年10月，韓國大法院判處日本公司賠償

4名韓國勞工。11月，又裁決兩起涉及三菱重工案

件，支持韓國勞工索賠權。但日本對此判決並不

認同。日方認為，基於《韓日請求權協定》，勞

工問題等民間索賠已解決。但韓方稱，雙邊協定

未終止公民索賠權。

2019年7月，日本開始對韓實施出口限制措施

。韓方認為這是日本對強征勞工案判決的報復，日

本予以否認。此後，韓日間因經濟、軍事方面的各

種問題不斷交惡。

今年6月3日，韓國大邱地方法院浦項分院決

定以公告形式向涉案日企送達扣押其在韓財產的

決定書。韓國法律界解讀，此舉可視為向涉案日

企下達了扣押其所持股票的命令，這壹命令將在8

月4日完成送達程序，法院可據此下令強制變賣

日企所持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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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報道，根據壹家調查公司

的統計，截至3日，日本已有406家公司因

新冠疫情倒閉。

據報道，在倒閉公司排名前三的行業

中，以居酒屋和餐館為代表的餐飲業最多，

高達56家；其次，酒店和小旅館達48家；

此外，食品批發業位列第三，為27家。

報道稱，按地域來看，東京都的破產

企業最多，高達97家；其次為大阪府和北

海道，分別為42家和23家。在倒閉時間方

面，4月份倒閉公司數量為89家，5月份86

家，6月份121家，7月份91家。

該調查公司表示，“由於東京都政

府要求部分提供酒類的餐飲店縮短營業

時間，對於餐飲業來說，可能會再次陷

入困境”，該公司還稱，倒閉潮會否從

截至目前倒閉較多的服務業擴散到制造

業等行業，也有必要予以關註。

日本的新冠疫情出現於 2020 年 1

月，從3月底開始感染呈擴大趨勢，日

本政府於4月16日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

態，各類店鋪紛紛縮短營業時間甚至停

業，後因疫情趨穩，日本政府在5月25

日宣布全國解除緊急狀態。

但自6月中旬起，日本的疫情又出

現明顯反彈。東京都政府已於8月3日，

要求當地約4萬家提供酒類的餐飲店和

練歌房將營業時間縮短至晚上10時。此

外，大阪府和愛知縣等疫情嚴重地區也

將於近日實施類似防疫措施。

日本東京新增確診309例
厚生大臣：或再次進入緊急狀態

綜合報導 據 日 本 放 送 協 會

(NHK)報道，當地時間 4日下午 3時

，日本東京都政府證實，當地新增

新冠確診病例 309 例，累計確診增

至14022例。

據報道，這是東京連續8日單日

新增確診病例超過200例。目前，當

地政府已經采取了要求部分餐飲店和

練歌房縮短營業時間的防疫新規，同

時還呼籲民眾盡量不要舉辦多人宴會

，並盡量避免近距離交談。

此外，日本厚生勞動大臣加藤勝

信4日透露，如果疫情持續惡化，將

考慮再度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加藤表示，政府會在判斷各種指

標及聽取專家意見的基礎上，對是否

進入緊急狀態進行綜合研判，他還表

示，在關註感染動向的同時，會持續

推進包括擴大檢測能力在內的必要支

援措施。

日本的新冠疫情出現於 2020 年

1 月，從 3 月底開始感染呈擴大趨

勢，日本政府於 4月 16 日宣布全國

進入緊急狀態。後因疫情趨穩，日

本政府在 5月 25 日宣布全國解除緊

急狀態。自 6 月中旬起，日本的疫

情又出現明顯反彈。目前，沖繩縣

、歧阜縣和三重縣已經單獨宣布進

入緊急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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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隨着海外經濟

活動恢復和防疫物資出口持續高增長，中國內地7月出口

繼續超預期增長，按人民幣計同比增長10.4%，較6月加

快6.1個百分點，增速創去年3月以來新高，對美出口增

速亦升至12.5%的年內高點。受7月出口大增帶動，今年

前7個月出口同比微降0.9%，基本上恢復到去年同期的水

平。

中國上月出口增幅10.4%創逾年新高
防疫品出口增長強勁 全球製造業PMI入擴張區間

10.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年就業形勢複雜嚴
峻，農民工就業備受關注。中國人力資源和社

會保障部副部長李忠7日在國新辦吹風會上介紹，
截至二季度末，農民工外出務工總量達1.78億人，
已恢復至去年同期的97.3%。中央有關部門近日聯
合出台措施，鼓勵多渠道靈活就業，支持農民工從
事直播銷售、網約配送等新就業形態增加收入。

中國現有農民工2.9億人，其中六成多外出務
工。受疫情影響，一些地方返鄉農民工滯留在鄉
村。為解決返鄉留鄉農民工就近就地就業的問
題，農業農村部會同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通過設
立農民工就業補助資金、多種形式增加就業崗
位、開展技能培訓等多種方式，全面部署促進返
鄉留鄉農民工就近就地就業及創業的工作。

新增千三萬留鄉就業農民工
農業農村部鄉村產業發展司負責人吳曉玲介

紹，截至7月底，全國新增返鄉留鄉農民工就地
就近就業1,300多萬。其中除在本地企業就業及務
農外，還有5%的返鄉留鄉農民工通過雲視頻、直
播直銷、民俗特類產業等新業態創業。

李忠指出，在拓崗方面，中央有關部門特別
推出措施，支持農民工多渠道靈活就業，因地制
宜發展零工市場或勞務市場，搭建企業用工餘缺
調劑平台，支持農民工從事直播銷售、網約配送
等新就業形態增加收入。

優先保障貧困勞動力就業
今年是脫貧攻堅決戰決勝全面收官之年，貧

困勞動力的就業情況亦備受關注。數據顯示，截
至6月底，中國貧困勞動力外出務工達2,831萬
人，超去年水平。

在優先保障貧困勞動力穩崗就業方面，中央
有關部門提出措施，優先組織貧困勞動力有序外
出務工，為其優先提供轉崗就業機會。同時，通
過工程項目建設、以工代賑、扶貧龍頭企業和扶
貧車間等方式，提供更多就近就業機會。此外，
聚焦重點地區攻堅，將52個未摘帽貧困縣、“三
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易地扶貧搬遷大
型安置區以及湖北等受疫情影響嚴重地區作
為重中之重，給予更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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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劉凝哲、中新社報
道）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8日
起至11日在北京召開，國旗法修正草案、國徽
法修正草案將提請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
委發言人臧鐵偉7日在記者會上介紹說，草案增
加升掛國旗和懸掛國徽的適用場合。

為小區升掛國旗作規定
臧鐵偉表示，隨着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

展，國旗、國徽的使用越來越廣泛，國旗法、國徽
法實施中遇到一些不適應的問題，需要與時俱進，
進行修改完善。

據介紹，草案完善國旗、國徽尺度。增加規
定，特殊情況使用其他尺度的國旗，應當按照
通用尺度成比例適當放大或者縮小。國旗、旗
杆的尺度比例應當適當，並與使用目的、周圍
建築、周邊環境相適應。國徽法修正草案增加
規定，懸掛非通用尺度國徽的，應當與使用目
的、所在建築物、周邊環境相適應。

增加升掛國旗和懸掛國徽的場合。為體現國家監
察體制改革後國家機構的新變化，增加規定“中國共
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國家監察委員會”每日升
掛國旗，“中國共產黨地方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地
方各級監察委員會”在工作日升掛國旗。根據實踐發

展，增加規定憲法宣誓場所懸掛國旗，增加國家憲法
日、烈士紀念日升掛國旗的要求，並對居民小區在重
要節日、紀念日升掛國旗作出規定等。

要求憲法宣誓場所掛國徽
國徽法修正草案明確各級監察委員會，鄉、民

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會場，鄉鎮人民政府懸掛
國徽，以及憲法宣誓場所，應當懸掛國徽。

同時，明確國旗、國徽的監管部門。草案增加
規定由國務院確定的部門統籌協調全國範圍內國
旗、國徽管理有關工作，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統籌協
調本行政區域內國旗、國徽管理有關工作。

■截至二季度末，農民工外出務工總量達1.78億人。圖為廣西
務工人員走向農民工返崗專車情景（2月18日攝）。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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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關總署數據顯示，以美元計，7月中
國出口同比增長7.2%，高於6月6.7個百

分點，升至年內最高；當月貿易順差達623.3
億美元，較6月增加159.1億美元，為有數據記
錄以來的單月次高。

無論以人民幣或是美元計算的7月出口增
速，都遠超市場預期。此前市場預估，7月出
口增速可能較6月同比增長0.3%略有下降。

支撐外貿超預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防
疫物資出口保持強勁增長。7月包括口罩在內的
紡織品同比增長48.4%，增速雖低於6月8.3個百
分點，但仍處於高位，連續四個月兩位數增長。

7月高新技術產品、機電產品出口也實現
雙位數增長，增速分別達15.6%、10.2%，較6
月加快8.6個、10.7個百分點。勞動密集型產
品出口仍疲軟，服裝、箱包類產品出口仍錄得
兩位數下降，同比分別下降23.2%、8.5%，但
降幅有所收窄。

經濟率先企穩 利華搶佔市場
分國別看，中國對主要經濟體出口均有所

改善。7月，中國對美國出口同比增長12.5%，
高於6月11.2個百分點，升至年內最高；中國

對第一大貿易夥伴東盟出口同比增長14%，高
於6月12.4個百分點，亦錄得年內最高。但同
期，中國對歐盟、日本出口分別下降3.4%、
2%，降幅收窄1.5個、8.5個百分點。

浙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李超表示，出口增
長超預期，一方面，後疫情時代全球產業鏈重
塑，中國經濟率先企穩、產業門類齊全的供給優
勢凸顯，有利於替代海外供給、搶佔海外市場。
今年1月至7月，內地出口機電產品恢復增長
0.2%，佔出口總值58.5%。另一方面，全球經濟
回暖，7月全球製造業PMI年內首次進入擴張區
間，海外需求改善緩解中國外貿壓力。

此外，當前新興市場國家疫情未控，美國
面臨疫情二次反彈，海外國家抗疫物資生產規
模有限，抗疫物資、宅經濟等需求有韌性。

受累原油價跌 進口增速回落
中信証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指出，7月抗

疫物資、消費電子等宅經濟需求有所回落但仍保
持高增長，與此同時，外需回暖帶動傳統出口需
求全面回升，燈具、玩具、陶瓷、汽車等傳統商
品出口增速回升，而傳統需求佔比更大，其回升
對出口拉動更顯著。

諸建芳認為，抗疫需求與傳統需求輪動
支撐年內出口將極具韌性，當前外貿已走出
壓力最大時期。

在出口好於預期的同時，7月進口表現
略遜預期。海關總署數據顯示，7月人民幣
計價的進口總值同比增長1.6%，回落4.6個
百分點；美元計價的進口同比則由正轉負，
同比下降1.4%，回落4.1個百分點。由於大
豆進口放緩，對美進口增速從6月的11.3%
降至3.6%。

諸建芳指出，7月進口增速回落主要受
原油價格下降等拖累，總體看，全球主要
貿易品在7月至8月間進入上升通道，國內
生產建築亦進入加速期，預計未來進口將
持續向好。

對於中美貿易，諸建芳認為，7月
對美進口小幅回落，但增速仍高於整體
及其他地區，顯示出中國履行第一階
段貿易協議的誠意。由於疫情對供需
能力的衝擊，目前第一階段協議採購
進展低於計劃，預計中美在本月15
日評估貿易協議履行進展，後續仍
有待觀察影響。

中國擬增國旗國徽適用場合

■■ 中國內地中國內地 77
月出口按人民幣月出口按人民幣
計 同 比 增 長計 同 比 增 長
1010..44%%，，較較66月月
加快加快66..11個百分個百分
點點，，增速創去年增速創去年
33月以來新高月以來新高。。
圖為江蘇連雲港圖為江蘇連雲港
港貨櫃碼頭港貨櫃碼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旗法修正草案、國徽法修正草案將提請全國人
大常委會審議。圖為去年南海三沙市永興島舉行國
慶升旗儀式。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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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檢測啟動 自願免費參與
林鄭：中央支援 可日檢50萬樣本 料兩周後落實

■林鄭月娥7日宣布，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將開展全民普及自願性
社區檢測，相關工作預計兩星期後實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Q：全民檢測有何必要性？

A：7月至今，香港確診數字已經高達
3,850宗，死亡個案急增至46宗。確診者涉及
各行各業，近20個群組爆發，約四成本地確
診個案源頭未明，反映社區仍有不少隱性患
者，傳播風險極高。
在已完成的13.7萬宗高風險特定群組檢測

中，陽性個案是54個，佔0.04%，即一萬個人
中有四個陽性個案。若用0.04%的一半來估算
香港750萬人中存在的隱性患者，則可能有
1,500名。
因此，病毒檢測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手

段，可以“早識別、早隔離、早治療”，以香
港目前的疫情狀況，是時候進行普及病毒檢
測。

全民檢測

Q：內地機構/人員有無認證？
一旦有意外由誰負責？

A：中央安排人員到實驗室協助做化驗工
作。這些內地成員獲國家衞健委專業資格，有經
驗亦受過訓練，專業資格無可置疑。
支援隊成員將參與醫務化驗工作，但不會參

與治理病人。
三間檢測機構是在港註冊的公司，受香港法

律規管，如過程中不幸出錯，機構需要負責。

Q：檢測人員的在港工作資格如何處理？

A：香港特區政府7日刊憲訂立《醫務化驗師
（特別豁免）規例》，臨時豁免國家認可的實驗
室檢測人員在《輔助醫療業條例》下在香港從事
醫務化驗工作的註冊要求，令相關有充足檢測訓
練及經驗的人員可以盡快開展工作。

Q：檢測人員是否豁免檢疫？

A：檢測人員以公務簽證赴港進行防疫相關
工作，屬於可獲豁免14日強制檢疫的組別，他們
亦不會留港工作，完成任務後會第一時間離開。

Q：檢測費用誰承擔？

A：目前尚未釐清成本，中央願意協助攤分
檢測及新建設施費用，但承諾公帑的使用最終會
“清清楚楚”。
至於內地支援香港人員的交通食宿費用，與建立

設施相比並不多，香港作為主人家，邀請別人來港
援助，從禮節方面應由香港負責，但仍有待釐清。

Q：中央及時出手對香港防疫抗疫
的意義？

A：7月初香港疫情越來越嚴峻，主要有兩
個方面需要中央幫忙，一是有關病毒檢測的能
力，二是若每天的確診個案增加，醫院管理局
的設施不足夠收治和隔離病人。中央成立了兩
個支援隊伍來大力支持香港，對香港的意義其
實是一脈相承的。香港回歸以來，無論是有關
公共衞生、金融危機、經濟發展，只要香港提
出需求，中央就會義不容辭地盡力幫忙。

■7日，身穿防護衣物的工作人員在黃大仙慈
愛邨派發新冠病毒檢測套裝和表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氣膜火眼”臨時實驗室內部工作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將設立“氣膜火眼”臨
時實驗室。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新冠肺炎第三波疫情嚴峻，特

別是有四成確診患者源頭不明，社區隱

性傳播鏈令全港市民人人自危。根據數

據估算，社區可能仍有 1,500名隱性患

者，全民檢測刻不容緩。

在中央支援下，香港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7日宣布，三間國家級檢測服務提

供者將擴大香港的檢測能力，相信可於

兩周後推出為全體市民進行自願性、一

次過的免費病毒檢測，預期每日可以在

香港進行接近 50萬個檢測，並計劃將

特定群組檢測計劃擴展至更多從業員，

及為部分有確切需要的特定群組重複進

行檢測，額外涉及約 50萬人，預期最

快於下周逐步開始推展。

同時，港府將在鄰近亞洲國際博覽

館的現有佔地約 3.2公頃的土地，興建

一間可容納約 800至 1,000張病床的負

氣壓病房及相關醫療設備的港版“火神

山醫院”，及在亞博部分展館進一步擴

展社區治療設施（港版方艙醫院），配

置約 1,000病床，為可能出現的下一波

疫情作更好準備。

林鄭月娥期望在中央政府支持及市

民配合下，全城同心抗疫，盡快遏止嚴

峻的疫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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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目前特定群組病毒的檢查結果？

A：安老院舍、殘疾人士院舍的員工：已完
成了1,048間院舍的檢測，已檢測超過八成、逾
3.2萬名員工，只有一宗確診。
的士司機和小巴司機：為1.5萬名司機進行

檢測，12例確診，佔比0.08%。
飲食界：已經檢測了3.2萬個餐廳的員工，6

例確診，佔比0.02%。
街市和熟食中心：已檢測了3,800人，5例確

診，佔比0.13%。
上水屠房：已檢測了1,900人，5例確診，佔

比0.26%。
物業管理類員工：已檢測2.3萬人，3例確

診，佔比0.01%。
慈雲山、黃大仙、觀塘、屯門、油尖旺有確

診個案的屋邨或大廈的居民：已檢測2.8萬人，
20例確診個案，佔比0.07%。
有寄宿服務的特殊學校的員工︰一共檢測了

750人，零確診。

Q：全民檢測預計可達成效？

A：找到多一個確診個案便多一個，以免
隱性患者在社區傳播給其他人。普及檢測讓特
區政府能更好掌握社區感染情況，盡早識別隱
性患者，讓市民安心。

Q：禁足令可行？

A：全民檢測是自願性質，若沒有“禁足
令”，檢測效果有折扣，檢測結果呈陰性的市
民可能會因外出或上班時染疫。但社會應思考
大家願意為抗疫承受多少限制，或者付出多少
代價。如今市民已經出現明顯抗疫疲勞，相信
現時不能接受“禁足令”。

Q：測試是否只限一次？

A：是。至於往後有沒有需要再做，會不
時監察，有需要做便會做；希望一次之後，
情況便穩定下來。返回4月、5月、6月的情
況，大家亦不會想做。

防疫抗疫框架

三管齊下
病學檢測

由香港衞生署和醫管局及外判私人
化驗所進行，過去7天，日均檢測
逾1.3萬個，已經完成超過70萬個

特定群組免費檢測

為經常接觸市民的前線員工群組進
行免費檢測，包括郵差、學校教職
員、酒店及公共交通工具員工等，
另已安排家庭傭工和孕婦檢測計劃

自願普及社區檢測

兩周後，所有想檢測市民皆可檢測，
檢測量或涉及數以百萬計，現暫未敲
定採樣方式、檢測安排等。此舉讓市
民安心，政府亦能更好掌握社區感染
情況、盡早識別隱性患者

‧華大基因（已在中山紀念公園體
育館設立“氣膜火眼”臨時實驗
室）

‧金域檢驗

‧凱普醫檢

三個國家級機構

助港提高檢測能力

‧短時間內做好檢測

‧恪守保持社交距離原則，避免人
群聚集和任何需要排隊的安排

‧方便市民可以索取及交回樣本
瓶，盡量電子化

‧盡量確保整個流程安全、有序，
回收過程全程追蹤

‧保障個人私隱，實驗室不會知道
樣本擁有人的身份和姓名

五大原則
“普及社區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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