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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消息人士25日透露，陸
美官員可能將於8月舉行會晤，以評估第
一階段貿易協定的履行狀況。在陸美雙方
互關領事館，導致衝突升級後，兩國關係
可望迎來重要轉折。

香港《南華早報》引述消息人士說法
透露，大陸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和美國貿易
代表萊海澤可望在8月舉行會晤，目的是
針對今年1月15日簽署的中美第一階段貿
易，評估實際執行狀況。

雙方達成協議時決定，每6個月舉行
一次會談，以核實協定履行情況，並繼續
進行談判。大陸在協議簽訂後的數個月內
，大幅增購美國農產品，但受到新冠疫情
影響，預計陸方無法完成先前承諾的購買
量。

有分析認為，最近雙方因互關領事館

，導致關係急劇惡化，恐成為會談順利舉
行的絆腳石。但也有消息人士指，此次會
晤預計將成為中美關係的 「重要轉捩點」
。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總統川普23日就
陸美首階段貿易協議表示， 「對我來說，
這項協議意義不大」。

北京政府的1名顧問認為，鑒於兩國
關係的糟糕現狀，新一輪貿易談判不太可
能成功， 「貿易話題在整個中美關係中失
去了分量」。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副會長派克
（Jake Parker）則表示，兩國應維持良好
的談判氛圍， 「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
」。他認為，陸方在向外國企業開放金融
市場方面，的確取得了一些進展。

轉機出現轉機出現 傳新一輪高層貿談即將登場傳新一輪高層貿談即將登場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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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在經歷了3次陽性檢測後，巴西總統博索納羅25日終於等來了他期待已久的新
冠核酸陰性檢測報告。

當地時間25日早晨6時，博索納羅在其社交媒體主頁上宣發布早安問候，並宣布他的新冠核
酸檢測結果呈陰性。貼文下還配了一張照片，博索納羅在餐桌前，拿著陰性檢測結果證明對著鏡

頭豎起了大拇指，臉上洋溢著喜悅之情。
早在本月5日，博索納羅就出現了新冠肺炎症狀，並於6日接受病毒檢測。 7日，博索納羅通

過電視直播的方式，公開宣布確認其新冠病毒檢測結果為陽性。確診後，其在總統府內進行隔離
，但仍通過視頻會議的方式繼續工作，他在網絡直播中表示自己已服用羥氯喹來治療新冠肺炎。
7月15日，在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的一周後，博索納羅宣布其於14日晚間再進行新冠病毒檢測的
結果仍為陽性。

21日，博索納羅再次檢測，他還表示，如果結果呈陰性，將於24日前往巴西東北部的皮奧伊
州考察。但22日早晨，巴西總統府發布消息稱，博索納羅21日進行的病毒檢測中依然呈陽性。

又多了一個擁有中程導彈的國家又多了一個擁有中程導彈的國家

巴西總統第四次檢測巴西總統第四次檢測，，終於陰性了終於陰性了

（綜合報導）“玄武-4”射程800公里，是指彈頭質量為2噸時的情況。如果韓方把彈頭質
量減輕些，那麼“玄武-4”的射程可以輕鬆突破1000公里大關，使韓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中程導
彈擁有國。

7月23日，近來諸事不順的韓國總統文在寅終於有了一個揚眉吐氣的機會。
當天，文在寅前往大田國防科學研究所視察，在那裡正式宣布韓國成功試射新型彈道導彈。

雖然出於安保原因，這一韓國的尖端武器沒有在電視機上露面，但外界基本認定，這是韓國最新
的“玄武-4”彈道導彈。

“玄武-4”彈道導彈首次試射於今年4月。雖然其技術細節處於高度保密，但基於韓國既有
的導彈技術，外界普遍推測其射程為800公里，彈頭質量可達驚人的2噸。

文在寅23日在大田表示，祝賀韓國成功開發出擁有世界最重彈頭的彈道導彈。
也許有讀者會問：根據美蘇《中導條約》，國際上一般定義射程1000-3000公里的彈道為中

程導彈。 “玄武-4”射程尚達不到這一水平，為何被視為中程導彈？
其實原理很簡單，同樣一款導彈，彈頭質量越輕，打得越遠。

“玄武-4”射程800公里，是指彈頭質量為2噸時的情況。如果韓方把彈頭質量減輕些，那
麼“玄武-4”的射程可以輕鬆突破1000公里大關，使韓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中程導彈擁有國。

那麼，向來驕傲自負的韓國為什麼硬是按耐住了自己的虛榮心呢？
首先，是為了避免刺激周邊國家。
位於朝鮮半島南端的韓國處於東北亞的中心位置。若以首爾為圓心，畫一個半徑1000公里的

圓圈，不難發現大阪、上海、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這些韓國鄰居的重要城市都在這個圓圈
內。

再加上，東有與韓國持續交惡的日本，西有因“薩德”入韓備受衝擊的中韓關係，北有被俄
羅斯視為遠東中心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低調做人，悶聲發大財，對於韓國實在不是什麼壞事。

以首爾為圓心，韓國目前各式彈道導彈的射程。
其次，800公里足夠使，1000公里用不上。
對於韓國來說，真正關乎國家存亡的對手只有一個，即“三八線”北邊的異國同胞。至於其

它周邊國家，韓國無力單獨挑戰，而別國也無意與韓國長期敵對。
但朝鮮實在強悍。一方面，半島無核化進程陷入僵局，朝鮮依然是核武器的擁有者；另一方

面，長期奉行“先軍政治”的朝鮮修築有大量的永備工事和地下掩體，連手握各種大殺器的美軍
都感到頭疼。

長期以來，韓國面對朝鮮始終缺乏有力的威懾武器，因此不得不與美國捆綁，請求美軍駐紮
韓國。而一款射程800公里的導彈，不僅足以從韓國覆蓋整個朝鮮，而且其重達2噸的彈頭，再配
以末段5-10馬赫的打擊速度，足以摧毀北邊任何的地堡、導彈基地和指揮中心。

對於朝鮮來說，這種威懾是實打實的存在。
韓國還擁有“玄武-3”巡航導彈，雖然其射程據信超過1000公里，但巡航導彈彈頭質量太小

，末段速度太低，毀傷威力難與彈道導彈相提並論，故本文不予討論。
但是，最關鍵的原因乃是第三條——美國的算盤。
細心的讀者不免注意到一個奇怪的現象：朝鮮數年前已經開發出足夠打擊美國的洲際導彈，

而經濟科技更發達的韓國卻停步在1000公里以內，是韓國的火箭和導彈專家水平不夠嗎？
當然不是。

其實，美國為了牢牢把韓國綁在自己的戰車上，在冷戰結束之前就開始深謀遠慮，通過一系
列軍事合作協定剝奪了韓國自主發展彈道導彈的權利，迫使其不得不做自己的小弟。
駐韓美軍與其說是保衛韓國，不如說是套在韓國脖頸的枷鎖。

1979年，美韓簽署《導彈諒解備忘錄》，規定美方要為韓國提供發展導彈相關的技術和零部

件，但作為交換，韓國不得研發射程超過180公里的導彈。作為其結果，韓國研發的第一款彈道
導彈“玄武-1”射程150公里，彈頭450千克。

1997年，美韓簽署《導彈發展準則》，限制放寬到射程300公里，彈頭500千克。於是，韓國
頂著這條上限開發出了“玄武-2”彈道導彈。

進入新世紀後，韓國屢次要求美國放寬限制，卻都被美國以各種理由拒絕。但朝鮮2006年核
試驗成功，極大地改變了東北亞的安全格局和韓國的心態。韓國不再那麼迫切地要求美軍撤出，
美國也進一步放開對韓國的限制。

2012年，美韓正式修訂了1979年簽署的《導彈諒解備忘錄》，導彈射程從300公里放寬至800
公里，彈頭重量則不再設限。於是，韓國陸續在“玄武-2”的基礎上開發出兩個改進版，即“玄
武-2B”（射程500公里，彈頭1噸）和“玄武-2C”（射程800公里，彈頭500千克） 。之後，
就是如今完工的“玄武-4”。

韓國的“玄武-2C”彈道導彈，在外形上與俄羅斯的殺手鐧“伊斯坎德爾”頗為相似。
從技術淵源看，韓國的彈道導彈技術得到了美俄兩大軍事強國的支持，水平應該不會很差。

一旦條件允許，韓國在未來某天或許真的會公開宣布成為擁有中程導彈的國家。
但目前看來，這種概率是不大的。原因很簡單，美國不願韓國的導彈庫過於強大，周邊國家

也不願韓國擁有這樣的能力，而包括朝鮮在內的東北亞各國一旦受此刺激展開軍備競賽，結局只
有輸家。

只是不論如何，從文在寅宣布“玄武-4”試射成功的那刻起，韓國在事實上已經擁有了中程
彈道導彈的技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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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美墨邊境羅歐格蘭地市因醫療設備不
堪負荷，醫生們把一些重症新冠病患送回家和
家人等死，這真是何等慘酷之處境， 也發生在
世界第一富強之國。

據當地醫療機構表示，該地區這個月來確
診新冠病人激增 ，在這個只有六萬四千人口的
小鎮已經成為德州之重災區。

美國全國確診病例已超過四百萬人次，佔
全球之百分之二十五， 近月來之情勢更趨嚴峻
，從美東不斷往西南方轉移，尤其在墨西哥邊

界尤其嚴重，該地區本來就是貧困地區，往來
邊境地區之人民有合法也有非法， 即便是川普
總統高舉反移民政策而築起高牆，但是非法移
民此次又逢新冠疫情，使得邊境小城更是雪上
加霜。

今天世界局勢一片混亂，經濟下行，疫情
肆虐，華府高官每天得到加倍醫療照料，而在
邊界小鎮，只有在家等死， 同為國之民 ，何予
如此天壤之別，政客們忍心嗎？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77//2525//20202020

In a U.S.-Mexico border town, a local doctor can
decide to send coronavirus patients home to die
beside their loved ones.

At the Starr County Memorial Hospital in Rio
Grande City, at least 50% of the patients in the
emergency room have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Dr. Jose Vasquez said the situation is
desperate in this rural south Texas county.

They began seeing an increase in positive cases
about one month ago. Even other states have sent
them 33 medical personnel to
assist the hospital.
Unfortunately, the hospital has
limited resources and the
doctors are going to have to
decide who should receive
treatment and who will be sent
home to die beside their loved
ones.

Today, America has already
confirmed over four million
infected cases of the
coronavirus. We don’t see
any sign of control coming in
the near future. Those people
living in the border towns are
mostly poor and severely lack
medical services. When the
President started building the
wall on the border, we didn’t

see any big improvements on the illegal aliens
issue.

We feel very sad for the people who need the help
the most in such a critical time. The feder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don’t give them enough help.
Finally, the patients have to go back home and just
wait to die.

We all live in the same nation. We are all citizens of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Why do some of our
people just not get equal treatment?

Doctors Send PatientsDoctors Send Patients
Home To DieHome To Die

人間悲劇人間悲劇 莫過如此莫過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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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意兩國設立新冠康復中心
為具有後遺癥患者服務

綜合報導 隨著歐洲大部分國家度過新冠病毒大流行第壹波傳染高

峰期，壹些新冠患者治愈後出現後遺癥，實現完全康復需要壹段時間，

且難度較大。為此，英國和意大利醫療部門已經開始為具有後遺癥的患

者提供康復醫療服務。

據報道，新冠治愈患者經歷幾個月治療後，壹些人出現了疲憊、

肌肉無力、缺氧和無法清楚思考、註意力不集中、記憶模糊等相關

癥狀。

為緩解新冠肺炎後遺癥為患者帶來的痛苦，以及未來生活上帶來的

不便，英國衛生當局已經在英格蘭約克郡布拉德福德等城市，設立了專

門治療新冠後遺癥患者的康復診療中心。

布拉德福德醫院的呼吸科醫生保羅· 惠特克表示，醫院建立的康復

治療中心，已在1個月前開業。康復治療中心需要更廣泛地關註新冠患

者所產生後遺癥的各種癥狀。

惠特克強調，根據臨床觀察，新冠肺炎是壹種多系統疾病，該疾病

對患者的影響區域不僅僅局限於肺部，還會對患者的腎、肝、心臟、腦

和神經等系統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害。

惠特克表示，希望康復治療中心通過具有針對性的治療，幫助新冠

肺炎後遺癥患者最大限度恢復身體機能。

此外，根據意大利衛生部門通報，意大利羅馬、米蘭、熱那亞等城

市，目前已有多家康復醫療中心專門設立了新冠肺炎後遺癥患者專科門

診等醫療機構，為他們提供更加人性化的醫療服務。

熱那亞康復中心的壹名患者表示，他的康復計劃主要包括定期進行

體育鍛煉，每次運動將根據醫生的指導增加壹定的負荷和強度。通過壹

個多月的康復治療，現在身體已經感覺好很多，希望8月中旬能夠出院

恢復工作。但記憶力表現尤為糟糕，特別是短期記憶，哪怕是非常簡單

的小事，瞬間也會忘得幹凈。

價值約3.7萬美元松露因疫情滯銷
英農場主免費送人

綜合報導 受新冠疫情影

響，歐洲餐飲業飽受沖擊，

很多餐廳被迫暫停營業。英

國壹家專門培育高級松露農

場，則有價值約3.7萬美元的

松露面臨滯銷。為了避免松

露腐爛造成浪費，農場主只

好把松露免費送給當地居民

品嘗。

據報道，培育高級松露

的農場主名叫邁克· 科裏森

(Mike Collison)，面對無法售

出價值3.7萬美元的松露，科

裏森近日將所有的松露全部

送給了當地居民。

2020 年夏季，英國各地

普遍雨量充沛，松露的產量

相當豐富，預計直到11月至

12月土壤結霜前，都會有可

觀的松露產出。雖然科裏森

估計到9月至10月應該可以消

化部分松露庫存，但仍會有

大批松露難以售出。

科裏森表示，與其讓這

些昂貴的松露爛在土裏，

還不如送給當地居民。他

覺得應該在這個時候把松

露分給壹些平常吃不起的

人。在贈送過程中發現，

至少有 50 位從未吃過松露

的居民，他們收到了松露

後十分高興。

科裏森在受訪時表示，

通常這些松露會批發給高

級餐廳，餐廳會把松露放

在食物上作為可品嘗類裝

飾，或是做成奶油。以前

他都是賣給英國中部地區

和倫敦等地的高級餐廳。

現在這些餐廳剛剛恢復營

業，暫時還不會有餐廳購

買松露。

巴西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超222萬
總統第三次檢測仍呈陽性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當地時間22日18時50分公布的數據顯示，過

去24小時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67860例，創單日增量新高，累計

確診2227514例；新增死亡病例1284例，累計死亡82771例；累計治愈

1532138例。巴西總統府當天通報稱，博索納羅總統第三次病毒檢測結

果仍呈陽性。

巴西總統府 22 日在壹份聲明中表示，已經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兩周的博索納羅在 21 日進行的第三次病毒檢測結果仍呈陽性。目

前，博索納羅仍在總統府官邸“黎明宮”進行隔離治療，“身體

狀態良好”。

博索納羅 7 月 5 日出現新冠肺炎癥狀，6日接受病毒檢測結果

呈陽性，確診感染新冠肺炎。14 日，確診後的博索納羅又壹次進

行新冠病毒檢測，結果依然為陽性。21 日，博索納羅再次進行檢

測，稱如果結果呈陰性，他將於 24 日前往巴西東北部的皮奧伊州

考察。

今年3月，博索納羅曾率團訪問美國，由於訪美代表團中有多名成

員回國後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博索納羅於當月相繼進行了三次病毒檢

測，結果均為陰性。

據巴西媒體報道，截至目前，除博索納羅確診外，該國還有5名內

閣部長和9名州長感染了新冠肺炎。

烏克蘭公交劫匪
要求政要自認是“合法恐怖分子”
綜合報導 烏克蘭發生壹起重大人

質劫持案——壹名男子在盧茨克市中

心劫持了壹輛公交車，車上有約20名

乘客。警方稱，該男子身上攜帶炸藥

和武器。他向警方提出壹個奇怪的要

求：讓烏克蘭眾高官包括內政部長阿

瓦科夫、前總統波羅申科、國家安全

局長等人發表聲明，承認他們是“合

法的恐怖分子”。截至本報記者發稿

前，警方仍在與劫匪進行談判，對峙

已近九個小時。

俄新社報道稱，烏克蘭沃倫州警察

局新聞處表示，當天早上收到報案後立

即封鎖了市中心。在警方抵達現場後，

執法人員壹直在與嫌犯談判。在此過程

中，劫持者數次從公交車上向警察局大

樓射擊。當時，內政部長阿瓦科夫正在

樓內開會。大樓二樓的窗戶被打破。同

時他還向車外扔出了壹個爆炸裝置，所

幸沒有造成傷亡。

據悉，在這名男子劫持人質前幾個

小時，互聯網上曾出現過壹段視頻。壹

名手中拿著槍的男子發表聲明稱，他反

對烏克蘭現行體制，“反體制快樂，不

要欺騙自己。”沃倫州國家警察局負責

人克羅什科稱，綁架者確實向他們表達

了對體制的不滿，

他還向談判者表示

，要求法院、政府

各部、檢察院的領

導、議會議員、教

堂神父以及烏克蘭

眾寡頭在社交網站

上發表聲明，承認(

他們)自己是“合法

的恐怖分子”。

不僅如此，該

男子還要求烏克蘭

總統澤連斯基發表聲明：“讓大家都

去看 2005 年的電影《地球人》。”如

果不滿足這些要求，他就引爆公共汽

車，與人質同歸於盡。“我和很多人

在壹起，這裏有婦女和兒童。他們和

我都會爆炸”，他對警方叫囂道。他

還稱，會遠距離引爆城市中放置的另

外壹處炸彈。

據烏克蘭媒體報道，該嫌犯對警方

自稱名叫馬克西姆· 普洛霍伊。但烏克蘭

新聞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話報道稱，馬克

西姆· 普洛霍伊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名叫

馬克西姆· 克裏沃什，曾兩次入獄。在獄

中，他還寫過壹本書，名為《犯罪的哲

學》。報道稱，這本書相當於是他的自

傳，裏面有很多他自己的真實經歷。不

僅如此，這名綁架者還曾進過精神病院

。烏克蘭內務部副部長格拉申科21日也

證實，此人於1975年出生在俄羅斯奧倫

堡州的壹個村莊，現為烏克蘭公民。他

曾因欺詐、搶劫、勒索和非法擁有武器

等罪行被判入獄近十年。

烏克蘭特種部隊很快包圍現場，並

在屋頂部署了多名狙擊手，但壹直沒有

采取行動。在對峙了數個小時後，劫匪

讓警察靠近汽車，把食物和水遞進去。

澤連斯基總統表示，他已將局勢控制在

可控範圍內。

邁向復蘇的壹大步！
歐盟達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

歐盟領導人在布魯塞爾達成歐盟

“史上最強”經濟刺激計劃，為疫情

後歐洲經濟復蘇鋪路。歐盟多國領導

人對此表示歡迎，歐盟委員會主席馮

德萊恩則說，這是“邁向復蘇的壹大

步”。

歐盟峰會達復蘇計劃獲多方點贊
本次歐盟峰會於17日開始舉行，

是新冠疫情在歐洲暴發以來，歐盟各

國領導人首次舉行的面對面會議。為

了就有關復蘇計劃達成壹致，會議壹

直持續至21日。

據報道，協議是在歐盟峰會主席米

歇爾對7500億歐元“恢復基金”提出折

衷方案後達成的。米歇爾提議在7500億

歐元的“恢復基金”中，3900億歐元應

該為無償撥款，低於最初提議的5000億

歐元，其余部分為需償還的貸款。

德國總理默克爾說，達成協議時她感

到“松了壹口氣”，形容這是壹個“好

兆頭”。法國總統馬克龍則稱，這是歐

盟“歷史性的壹刻”。

歐盟峰會主席米歇爾稱這項協議將

會成為“歐盟的轉折點”，歐盟委員會

主席馮德萊恩則說“今晚是邁向復蘇的

壹大步”。

“恢復基金”具體怎麼分？

據歐聯網消息，受疫情重創的意大

利和西班牙獲益最大，可以分別從“恢

復基金”中獲取2090億歐元和1400億歐

元，其中包括無償撥款和貸款。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稱，西班牙將獲

得1400億歐元，其中過半數的727億歐

元為無償援助，673億歐元為信貸支持。

桑切斯還說，歐盟“恢復基金”能夠在

成員國中達成協議並得以落實，這對歐

盟和西班牙來說，都是壹件了不起的協

議。

意大利總理孔特表示，意大利獲

得了 2090 億歐元的支持，其中無償援

助基金 820 億歐元，約占振興資金總

額的28%。

孔特指出，接下來政府將很快籌組

恢復經濟計劃特別工作組，全盤統籌資

金使用和監管。意大利還將著重發展綠

色經濟和數字化轉型，同時也將按照歐

盟的要求進行司法、行政、養老金制度

等諸多方面的改革，進壹步完善公共衛

生系統、加強對勞工的保護和公共財政

的管控。

此外，希臘將獲得超過700億歐元的資

金，以應對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希臘總理

米佐塔基斯稱這是壹項“合理和公平的協

議”，也是“國家的勝利”，希臘政府將

負責任和謹慎地管理這批資金。

德國經濟部長彼得·阿爾特邁爾表示，

歐盟推出“恢復基金”計劃，將幫助歐盟

集團從疫情引發的經濟危機中，更加迅速地

反彈回升。阿爾特邁爾預料，隨著“恢復基

金”計劃的逐步推進，到2021年，歐盟成員

國將再度進入經濟成長和復興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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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報 導 印 度 中 央 邦 伯 雷 利

（Bareli）地區的壹個小型監獄中，64名囚

犯和3名獄警20日晚間病毒檢測結果呈陽

性，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據悉，該監獄多名囚犯自上周開始出

現咳嗽和發燒等疑似感染癥狀，隨後醫務

人員對所有囚犯和部分獄警進行了病毒檢

測，82名囚犯中有64人確診，另有3名獄

警也確診感染。而監獄其他11名獄警和行

政人員的病毒檢測結果還在等待之中。目

前，41名有癥狀的囚犯已被送往當地醫院

接受隔離治療，其余無癥狀囚犯則在監獄

進行隔離觀察。

據知情人士透露，感染很有可能是

由於近期新入獄的囚犯引起的。而且該

監獄目前共羈押了82名囚犯，遠遠超過

了40名囚犯的最高容納上限，這也被認為

是監獄出現如此大規模確診病例的主要原

因之壹。

本次監獄大規模聚集性感染事件

發生後，中央邦政府於 21 日緊急宣布

，該邦所有監獄新入獄的囚犯必須進

行病毒檢測，只有在拿到檢測報告且

結果呈陰性之後才能在監獄的公共區

域活動，否則將被安置在監獄的隔離

牢房中，以預防疫情在監獄的大規模

擴散。

韓國首顆軍用通信衛星發射
有助韓軍收回戰時指揮權

綜合報導 韓聯社報道稱，韓國

首顆軍事通信衛星——“Anasis-II”

號於20日下午在美國被送上太空。

由此，韓國成為世界上第十個擁有

軍隊專用衛星的國家。

據美國民營的太空探索技術公

司（SpaceX）當天發布消息，“獵

鷹9”號運載火箭東部時間20日下

午5點30分在佛羅裏達州卡納維拉

爾空軍基地執行了發射任務。

“Anasis-II”號約於發射32分鐘後在

630千米上空與火箭分離，於韓國時

間21日上午7時8分許與地面站成功

進行首次通信。“獵鷹9”號火箭計

劃把“Anasis-II”號衛星送入距地

3.6萬千米的靜止軌道。

“Anasis-II”號成功發射升空使

韓國擁有信息處理速度、抗電磁幹

擾能力、通信功能更上壹層樓的軍

隊專用衛星。韓軍人士表示，這使

韓國得以打造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

所需的核心戰力，有望提升韓軍獨

自遂行作戰的能力。

韓軍此前依靠軍民兩用的“無

窮花5”號衛星運行通信系統，很容

易遭受無線幹擾攻擊，此番射星將

壹步到位補足了短板。

日本新增新冠確診病例超600例

駐日美軍公開感染情況

綜合報導 據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統計，截至21日

21時30分（北京時間20時30分），日本當日新增新冠

確診病例632例，累計確診26476例；新增死亡病例1例

，累計死亡989例。

東京都21日新增確診病例237例，最近壹周有4天

單日新增超過200例，累計確診9816例。

據日本厚生勞動省 21日統計，確診病例中已有

20155人出院或結束隔離，通過聚合酶鏈式反應（PCR）

方式檢測人數累計約65.8萬。

神奈川縣橫須賀市20日晚宣布，橫須賀美軍基地出

現1例確診病例。這是駐日美軍向日本外務省通報的。

這名患者19日經由羽田機場入境，在入境接受PCR檢測

後結果尚未出來之前，搭乘美軍車輛離開機場前往橫須

賀。

駐日美軍司令部 20 日起開始在網站上公開駐日

美軍感染情況。目前該網站公布的數據截至 7 月 16

日，顯示駐日美軍 10 個基地共有新冠確診病例 140

例。

據日本媒體報道，截至18日僅在沖繩的駐日美軍基

地就公開通報了143例確診病例。據不完全統計，截至

20日，駐日美軍確診病例至少160例。

東京連續13天日增感染者過百 保育員老師傳染6名兒童
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都確認有237

人感染新冠病毒，連續13天日增人數

過百。當天，東京都壹家保育園也暴

發疫情，目前已發現了7名感染者。

據日本廣播協會（NHK）21日

報道，早在17日，目黑區這家私立

保育園的壹名女保育員就被確診。

醫務人員隨後對其密切接觸者進行

了病毒檢測，21日又確認有6名兒

童被感染。目前該保育園已停業，

並被要求進行消毒檢查。

另壹方面，東京21日又公布了

237名新增感染者，這也是時隔3天

日增人數再次超過200人，並且有

120人感染途徑不明。其中，20至

和30多歲的感染者達137人，占全

體的58%，40至50多歲的為67人，

占全體的28%。

據東京都透露，這237人中，

與夜間飲食店有關的為51人，其中

21人是發生過集體感染的酒吧工作

人員和客人。截至目前，東京累計

感染人數共計9816人。

東京都負責人表示，由於在酒

吧和康復設施發生大規模的集體感

染，因此感染人數有增加的傾向。

預計22日、23日感染人數也將繼續

增加。這名負責人還表示，20至30

多歲的感染者依然居多，在日本全

國也呈現出同樣的傾向。此外，在

繁華街等地和朋友聚餐等感染的情

況也很多，希望相關人群註意防護。

印尼確診新冠近9萬例
中印尼合作疫苗或明年首季投產

綜合報導 印尼衛生部下午通報，該國當天

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655例，累計確診89869

例。其中治愈48466例、死亡4320例。

首都雅加達當日新增 433 例確診病例

，再度成為該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最多的

省級行政區，東爪哇省新增 283 例緊隨其

後。

印尼官方安塔拉通訊社當天下午報道，該

國與中國合作的新冠肺炎疫苗第三階段臨床試

驗即將開始。若試驗順利，該疫苗將於2021年

第壹季度投入生產。

印尼外交部亦證實了中印尼兩國開展疫苗

合作事宜。印尼媒體援引該部代理發言人費紮

薩的表述稱，印尼通過國際合作渠道與中國進

行疫苗合作。

印尼於3月2日首次發現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在4個多月疫情防控中多地先後實施了“大規

模社會限制”措施。因經濟遭受巨大打擊，雖

然目前疫情仍在加速擴散蔓延，但各地已相繼

取消或放松限制措施，進入重啟經濟的“新常

態”階段。隨著限制措施的放松和取消，該國

疫情亦日趨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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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23日發表的涉華演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
文斌24日回應說，蓬佩奧的言論罔顧事實、
顛倒黑白，充斥着意識形態的偏見和冷戰思
維，是美國政府高官近期密集炮製涉華政治
謊言的大雜燴。對此，中方表示強烈憤慨和
堅決反對，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美政客挑起意識形態之爭
據中通社報道，汪文斌表示，新中國

成立71年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
導下，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
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歷史和
事實充分證明，中國選擇的發展道路完全
正確，得到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支持。
汪文斌引用近日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
學院阿什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發布的調查報
告指出，中國民眾對中國政府滿意率比過去
幾十年的任何時候都要高，超過了93%。中
國人民將繼續堅定不移地沿着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道路不斷前進。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
平外交政策，堅持和平發展道路，致力於推
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中國始終
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
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汪文斌指出，一段時間以來，美國一

些政客蓄意挑起意識形態之爭，大談改變
中國的論調，否定中美關係，挑撥中國同
其他國家的關係，意在通過詆毀打壓中
國，轉移美國公眾視線，以求在美國內政
上得分。這些美國政客的伎倆蒙騙不了美
國人民和國際社會。
他強調，就社會制度而言，中國無意改變
美國，美方也改變不了中國。1972年尼克松
總統訪華時，雙方發表的上海公報就已明確
指出，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和對外政策有着
本質的區別，但雙方應本着尊重各國主權和
領土完整，平等互利等原則處理兩國關係。
中美建交41年來兩國關係發展的歷程，也一
再表明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合作是唯
一正確的選擇。

開歷史倒車圖謀不會得逞
“中方注意到美方將此次講話安排在

尼克松總統的圖書館。尼克松總統是開啟
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的美方破冰者，為兩
國關係發展作出了貢獻。”汪文斌說，
“但對於那些炮製涉華謊言、散播反華謬
論的美方政客，我們想歷史是公正的，一
切違背中美兩國民眾加強交流合作願望，
執意開歷史倒車的圖謀都不會得逞。”

汪文斌強調，中方的對美政策是一貫明
確的，我們致力於同美方發展不衝突、不對
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關係，同時堅定
捍衛自身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我們敦促
美國政府摒棄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正
確看待中國和中美關係，停止負面言行，為
推動兩國關係重歸正常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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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424日表示日表示，，蓬蓬
佩奧言論充斥着意識形態的偏見和冷戰思佩奧言論充斥着意識形態的偏見和冷戰思
維維，，是美國政府高官近期密集炮製涉華政是美國政府高官近期密集炮製涉華政
治謊言的大雜燴治謊言的大雜燴。。 美聯社美聯社

中美關係走勢研判
全國記協24日舉行主題為“國際形勢與
中國外交”線上新聞茶座，中國國際問
題研究院多名中美問題專家坦言，當前
中美關係面臨巨大挑戰。

沈雅梅 國研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

本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短期預期不符合實際。特別是
在政治制度上，美國希望改造中國，最終把中國變得像
美國一樣，事實則讓華盛頓失望。美國應該摒棄這種短
視思維。

阮宗澤 國研院常務副院長：

當前的中美關係確實形勢不容樂觀，處在一個十字路
口，也是中美建交以來面臨挑戰最大的一個時期。主要
原因就在於美國“麥卡錫主義”沉渣泛起，製造所謂
“紅色恐怖”。

姜躍春 國研院世界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研究
員兼經濟外交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經貿關係是兩國關係的壓艙石，現在這個壓艙石
可能發生了一點晃動，使得中美這條大船出現了劇烈
的顛簸，但是徹底翻船不會發生。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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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24日上午，中國外交部通

知美國駐華使館，中方決定撤銷對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的設立和運行

許可，並對該總領事館停止一切業務和活動提出具體要求。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汪文斌指出，中美之間出現目前的局面，是中方不願看到

的，責任完全在美方。中方再次敦促美方立即撤銷有關錯誤決定，為

兩國關係重歸正常創造必要條件。有專家判斷，美方可能還會對華有

一波更猛烈的“撕咬”，但相信中方做出堅決反擊肯定是設想了後面

的種種可能。

中方通知美方關閉美駐成都總領館
外交部：目前局面責任全在美 促美撤銷錯誤決定

��$

為何選擇成都總領館？
公開信息顯示，美國在中國

內地共設有五所領事館，分別位
於廣州、上海、瀋陽、成都和武
漢。美國駐成都總領館於1985年
設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覆蓋

地區為中國西南地區，包括四川、雲南、貴
州、西藏和重慶。《環球時報》24日引述分析
人士稱，選擇美國駐成都總領館作為反制目
標，“外交尊嚴對等”是第一核心原則，亦同
時體現出中方仍致力於管控中美分歧的信號。

盡量避免緊張關係劇烈升級
輿論分析認為，中國選擇美國駐成都總領

館作為反制目標，同時傳遞出中國仍致力於
“管控中美分歧”的信號。外交學院國際關係
研究所教授李海東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
在美國的所有駐華使領館中，成都總領館的業

務量和面對區域是相對較少的，且其涉及地區
的美國公民和企業相對有限。
在李海東看來，這意味着成都總領館關閉

後對限制中美人員正常交流和中美實際關係影
響較小。這和美國選擇規模較小的中國駐休斯
敦總領館相應，也說明中方仍在本着“管控分
歧”的思路處理此事，盡量試圖使中美緊張不
至於在於短時間劇烈升級。

美媒：美失搜集疆藏信息前哨
《紐約時報》的報道稱，“成都總領館是

美國在中國內地五個領事館中最西端的一個，
北京關閉成都總領館的命令，使美國失去了一
個搜集新疆和西藏信息方面最有價值的外交前
哨。”
至於此舉對美國的反制力度有多大？南京

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朱鋒同日對香港中通

社記者指出，這不是反制力量的問題，而是表
明了中國的一種立場。因為美國捏造虛假信
息，突然關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有三個明
顯的錯誤：第一，違背了《維也納外交關係公
約》中所規定的美國應該承擔對中國外交使團
的尊重和保障的責任與義務；第二，美國提出
來的理由有多少合法性？這個合法性不能建立
在美國的一面之詞上，而美方也未就關閉領事
館與中方進行有效共同的溝通和談判；第三，
關閉領事館是嚴重的外交事件，不僅會進一步
傷害兩國正常關係，而且對領事館的正常業務
都會帶來巨大的傷害。
朱鋒強調，美國單方面違背《維也納外交

關係公約》、進一步打壓中國以及傷害中美關
係，對兩國社會和人民之間的溝通合作交往，
都在帶來新的傷害。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中國外交部網站24日上午對外公開發
布的消息指出，7月21日，美方單

方面挑起事端，突然要求中方關閉駐休斯
敦總領事館，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
基本準則及中美領事條約有關規定，嚴重
破壞中美關係。中方上述舉措是對美方無
理行徑的正當和必要反應，符合國際法和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符合外交慣例。中美
之間出現目前的局面，是中方不願看到
的，責任完全在美方。我們再次敦促美方
立即撤銷有關錯誤決定，為兩國關係重歸
正常創造必要條件。

外交是講對等的
在24日下午舉行的外交部例行記者

會上，對於為什麼選擇成都總領館，發言
人汪文斌在回應中稱，“美駐成都總領館
的一些人員從事與其身份不符的活動，干
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的安全利益。中方
多次就此提出交涉，美方對此心知肚
明。”他說，中方對美國駐成都總領館停

止一切業務和活動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外
交是講對等的。

絕不容美方胡來
另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務委員兼外

長王毅24日同德國外長馬斯舉行視頻會
晤時，應詢介紹了當下的中美關係。
王毅表示，中美關係目前面臨的困難

完全是美方一手造成的，其目的就是企圖
徹底打斷中國的發展進程，為此可以不擇
手段，甚至毫無底線。最近美方一些反華
勢力還蓄意製造意識形態對立，公開脅迫
別國選邊站隊，為了美方的私利與中國對
抗，但任何有良知和獨立精神的國家都不
會與之為伍。
王毅表示，中國仍希望與美國實現不

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但
我們必將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
堅定維護自身正當發展權利，堅定維護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中國不會隨美方起舞，
但也絕不容美方胡來。

■■ 2424日上午日上午，，中國外交部通知美國駐華使館中國外交部通知美國駐華使館，，中方決定撤銷對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的中方決定撤銷對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的
設立和運行許可設立和運行許可。。圖為圖為77月月2323日日，，成都市民途經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門前成都市民途經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門前。。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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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衞健委：將應港抗疫需求供一切必要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近期疫情漸

趨嚴重，本地醫療系統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
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黨組成員余艷紅24日出席一
視頻會議時，轉達了中央對香港近期疫情發展的
關心和關注，並強調將應香港特區政府抗擊疫情
需求提供一切必要支持。

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與廣東省衞生健康
委、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澳門特區政
府社會文化司24日共同舉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特別視頻會議，邀請來自粵港澳三地約30名專
家，分享各自的防控經驗，當中包括香港特區

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廣東省衞生健
康委主任段宇飛和澳門特區政府社會文化司司
長歐陽瑜等。

就“方艙醫院”建設管理深入討論
與會的國家衞生健康委黨組成員余艷紅，

除了從建立高效決策指揮體系、實施分區分級
精準管控、強化社區防控措施、迅速提升核酸
檢測能力、強化公眾宣傳等幾方面介紹內地防
控經驗，並表示願意深化內地與港澳聯防聯控
合作，加強技術交流和經驗分享，維護三地人

民健康福祉。
她同時轉達了中央對港澳抗擊新冠肺炎疫情

措施和成果的肯定，以及對香港近期疫情發展的
關心和關注，將應香港特區政府抗擊疫情需求提
供一切必要支持。
三地專家還就“方艙醫院”建設和管理、核

酸檢測、社區管控等議題深入研討。

吳秋北：一場“及時雨”
早前已促請特區政府就本地疫情請求中央支

援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表

示，國家衞健委今次表態支持香港抗疫令人鼓
舞，對香港嚴峻的疫情來說更是一場“及時
雨”。在內地仍須抗擊疫情的當下，中央仍樂意
向香港伸出援手，這份關愛是非常難能可貴，港
人應當珍惜，並希望反對派勿因偏見拒絕國家的
支援，而耽誤香港的抗疫工作。
他認為，現時全港社區都出現疫情大爆發，

急需大規模檢測，相信只要得到國家支援，香港
將更有條件進行全民檢測，並有望降低檢測成
本，好讓一眾打工仔能盡快完成測試，重新回到
工作崗位。

確診連飆新高 主婦長者高危
連續三日破百宗 衞署籲多留家中減少買餸飲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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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除新增123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外，暫時更有約100宗
初步確診個案，可預見25日公布的確診數字亦可能繼續

破百。張竹君24日在最新疫情簡報會上指出，新增確診個案
中，最少有62人與之前確診人士有流行病學關連，其中54人
是之前確診者的家人或朋友，可能是因為曾與確診者聚會、聚
餐和打麻雀而受感染。

半月15街市出現確診者
新增的不明源頭個案約有53宗，張竹君表示，其中大部

分確診者是家庭主婦或長者，他們的活動主要是落街飲茶和到
街巿買餸，較少外出也受感染，可能反映病毒已經深入社區，
“這段時間有可能社區病毒量較多，隱性患者亦較多，各處有
人聚集嘅地方易出現，特別係無戴口罩或人多擠迫嘅地方。”
事實上，香港過去半個月已最少有15個街巿出現確診

者，如24日公布的新個案中，就有3人是在街市工作，包括土
瓜灣街市一名海鮮檔職員，以及兩名分別在紅磡街市內負責清
潔的工人和售賣乾貨的販商。食物環境衞生署24日晚因應紅
磡和土瓜灣街市內有人確診，提前一小時於晚上7時關閉該兩
個街市，以進行深層清潔消毒工作。
張竹君指出，街市內人多擠迫，通風狀況欠佳，加上部分

檔販可能不戴口罩並大聲叫賣，以及找贖後未必能即時洗手，
都會造成新冠病毒傳播風險。她提醒市民到街市時要戴口罩和
保持個人環境衞生，並在接觸任何物品後均應保持手部清潔，
並呼籲可減少買餸次數，並盡量留在家中。

食肆群組確診數續增加
除街巿外，食肆亦是高危地點，多個食肆群組24日再有

新確診個案，其中旺角雅蘭中心稻香群組新增4宗確診個案，
令累計確診人數增至27人；而屯門中央廣場富臨酒家群組則
多2人確診，該兩名確診者分別於本月11日及14日到屯門富
臨酒家晚飯。另外，屯門容龍酒家一名樓面和何文田明星海鮮
酒家一名員工亦確診。
新增個案中有一名確診者（個案2348）則曾到訪西環德

記潮州菜館，張竹君表示該名確診食客曾在該食肆參與一個最
少有兩圍枱的聚會，早前已去世的71歲女患者（個案1707）
亦曾出席有關活動。她形容部分確診者的生活多姿多彩，透露
有人參與過的活動包括生日會和遊船河等，呼籲巿民要盡量留
在家中，以減少染疫風險。

安老院爆不停 再有院友離世

港府收緊限聚和社交距離措施至今約半個月，

但香港新冠病毒疫情仍然處於上升趨勢，香港衞生

署衞生防護中心24日公布，香港再新增123宗確診

個案，其中多達 115名確診者是本地感染，數字連

續三日創單日新高。在新增確診個案中，有53宗屬

不明感染源頭，其中大部分為家庭主婦及長者。香

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指出，不少家

庭主婦或長者較少外出，主要的活動是到街巿買餸

及到酒樓用膳，染疫反映病毒已深入社區，到街市

買餸都有感染風險，呼籲家庭主婦減少買餸和飲茶

次數，巿民亦應盡量留在家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安老院舍為
新冠疫情重災區之一，再有安老院出現疫情。
屯門康和護老中心一名女照顧者確診，同病區
的18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當中1人已初步確
診；大圍的救世軍隆亨長者之家新增一名院友
確診，另有兩人初步確診，院舍其他長者24日
要撤離入住檢疫中心。慈雲山港泰護老中心則
再增一名74歲男院友離世，令該院舍組累計有
四名院友不治。除安老院外，一名上門照顧長
者的服務員亦確診，她傳染期內曾去過約三名
長者家中，衞生防護中心則呼籲長者的照顧者
做好感染控制措施。

四個案涉長者或安老院
24日最少有四宗確診個案與長者或安老

院相關，其中沙田隆亨邨榮心樓的救世軍隆亨
長者之家繼早前清潔工及廚師染疫外，24日證
實多一名院友確診，兩院友則初步確診。救世
軍表示，衞生防護中心23日已安排院友進行
病毒檢測，確診及初步確診院友已送院，其餘
49名院友檢測結果呈陰性，24日獲安排送到
西貢樟木頭老人度假中心隔離檢疫。

屯門康和護老中心亦有確診個案，成為香
港第三間出現疫情的安老院。該院舍約有90
名院友，染疫的是 52 歲女照顧員（個案
2254），其家人早前確診，而她照顧的病區約
有18名長者，另有五至六位同工。中心已向
院友派樣本樽，院內24日有七至八人出現感
冒病徵，當中一人初步確診。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

暫未知屯門院舍感染源頭，“懷疑嗰度爆發都未
定。”中心擬將有關18名長者安排到適合地方
檢疫，其他員工亦會送到檢疫中心。

新增個案還包括一名上門照顧長者的服務
員，她居於慈雲山慈正邨，傳染期內到過兩至三
個家庭照顧長者，她早前於區內派樽時留樣本檢
測確診。另一名早前曾協助將護老中心長者遷往
薄扶林的人員亦確診（個案2343），張竹君指
患者當時防感染措施做得不甚理想，送入檢疫中
心後確診。

張竹君表示，很多個案是照顧者或家人傳
染長者，顯示照顧者的感染控制措施很重要。
她提醒安老院要避免探病，不同樓層病區盡量
分工，避免調配員工到不同地點工作，以免交

叉感染，照顧員休息時亦盡量戴口罩，避免一
起用膳。

公院累計16名確診者離世
基督教聯合醫院則公布，港泰護老中心一

名74歲確診男院友（個案1338）24日午12時
48分離世，他本月9日入院，病情持續惡化，
腎及肝功能出現衰竭。港泰護老中心群組累計
有44人確診，至今四人不治，而香港已有16名
確診者於公立醫院離世。

■■近半個月來近半個月來，，全港已有全港已有1515個街市出現確診者個街市出現確診者。。圖為圖為
旺角一街市旺角一街市2424日清潔消毒日清潔消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大圍隆亨長者之家24日全院隔離，院友分
別由救護車載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香港續有多
名紀律部隊及其他政府部門人員染疫，24日公
布的新增個案中，包括一名駐守長洲的消防員
確診，而兩名青衣南消防員則初步確診；入境
事務主任協會主席黎偉生證實染疫，其妻早前
已確診。

消防員一中招兩初步確診
這是首次有消防員確診，患者（個案

2309）駐守長洲滅火輪消防局，居於油塘高翔

苑紀律部隊宿舍，本月20日最後上班。張竹
君表示會跟進其同僚情況，有需要會安排接受
檢疫。消防處則表示已清潔及消毒有關辦公地
點和滅火輪，並安排有接觸的員工在家工作和
接受病毒檢測。

青衣南消防局兩名負責滅火及救援的消防
人員亦初步確診，兩人分別居於葵涌葵馥苑及
油麻地救護站消防已婚人員宿舍，他們本月21
日有上班，其中一人22日感不適，到普通科
門診診所求醫；另一人23日晚不適，到急症

室求醫並入院。
大嶼山新界南警區總部一名隸屬交通部的

36歲男警員（個案2264）亦確診，其主要在
機場或東涌工作，本月21日發病，翌日到醫
院求醫，最後上班日期為本月20 日。警方指
該男警工作期間與市民接觸時會佩戴口罩。

入境處一名在居留權證明書組工作的男高
級入境事務主任24日凌晨亦接獲確診通知，入
境處指其在灣仔入境事務大樓9樓負責後勤工
作，本月22日最後上班，有關辦公室已暫時關
閉。消息指患者是入境事務主任協會主席黎偉
生，其妻為周二（22日）確診的女高級入境事
務助理員。

多名公僕紀律部隊人員染疫

近日曾有確診者到訪的街市
地區

西貢

元朗

西貢

黃大仙

黃大仙

黃大仙

觀塘

屯門

屯門

灣仔

深水埗

黃大仙

屯門

九龍城

土瓜灣

街市

TKO街市

大橋街市

寶林邨寶林市場

竹園街市

彩雲街市

大成街街市

坪石邨街市

仁愛街市

新墟街市

銅鑼灣街市

北河街街市及熟食中心

雙鳳街街市

友愛街市

紅磡街市

土瓜灣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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