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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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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風味
零距離

AMA On-The-Go
一站訂餐 

滿足全家的味蕾 

凱蒂亞洲城

免費送餐服務 滿$35, 限KAT 8 miles 內
KAT 8 miles 外需收運費

www.KatyAsianTownTX.com
Pick Up @ Katy

Asian Town #A1

 整合外賣平台

 832-674-1688

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據道瓊斯報導，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正在就
會計問題調查瑞幸。

瑞幸咖啡本月戲劇性地跌落神壇，使全球金
融領域的一些知名公司遭遇突襲，瑞信首當其衝
。醜聞爆發後，該行與一宗香港IPO交易失之交
臂，並主要由於陸正耀違約，該行報告亞太業務
貸款損失撥備增長五倍。以討論非公開事宜為由
而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透露，瑞信正在對該案進
行內部審查。

雖然陸正耀沒有被指控犯有不當行為，但瑞
幸咖啡自曝高管人員可能偽造了3.1億美元銷售
額。瑞信制定了從亞洲富有企業家處贏得業務的
戰略，而其核心就是中國這一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為追求快速增長而允許鬆散的承銷標準存在
時會發生什麼，瑞幸咖啡就是這樣的一個縮影，
”波士頓大學教授、前美聯儲銀行審查員Mark
Williams表示。 “瑞幸咖啡顯示出高增長、高風
險業務的許多跡象。”

涉會計造假涉會計造假 美證券會調查瑞幸美證券會調查瑞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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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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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A02_LEE李中原律師C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綜合報導）印度為防範新冠疫情擴散
，加上民眾防疫知識不足，警方一再祭出非
常手段，希望嚇阻民眾違規。南部大城清奈
（Chennai）警方最近公布1段宣傳影片，將
不戴口罩的民眾關進救護車內，與 「假確診
者」 關在一起，嚇得違規民眾屁滾尿流。另
類防疫絕招也獲網友大讚。

《今日泰倫加納報》（Telangana Today
）報導，印度除宣布鎖國，也規定民眾外出
需戴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但仍有與許多人
違規。為此，坦米爾納都邦（Tamil Nadu）
警方拍攝宣導短片，並發布在官方臉書。

影片內容可見，3名年輕男性在清奈街頭
共乘１輛機車，遭警方攔下。警方詢問他們
為何不戴口罩，之後把3人抓住，硬拖入救護
車內，車上有個 「病人」 躺在擔架上。警察
表示，病人感染了新冠肺炎，3人嚇得不斷哭

喊反抗，但仍被反鎖在車內。
更驚悚的是，躺著的病人突然開始咳嗽

，還爬起來與3人交談，嚇得他們拼命閃躲，
還試圖跳窗逃生。3人大叫 「我不想死！」 、
「媽，快來救我！」 ，之後警方才把他們放
出來，並告知病人是假扮的。影片最後，1名
女警解釋，影片目的是要讓不遵守規定的民
眾了解風險，提醒大家務必遵守防疫規定。

清奈警方早在4月中旬，就已宣布騎機車
未戴口罩者將罰款500盧比，但成效不彰，
所以決定祭出狠招。

印度自3月25日鎖國後，迄今已有近3
萬人確診、近千人死亡。先前，坦米爾納都
邦有1名警察戴上誇張的新冠病毒造型安全帽
，呼籲民眾不要隨意出門，其他地方還傳出
有警察在街上以藤條抽打違規民眾，引發爭
議。

印度防疫出狠招！ 不戴口罩就跟 「確診者」 關一起

（綜合報導）據《每日北韓》（Daily NK
）29日報導，一名在平壤的消息人士說，北
韓高幹和富裕的 「金主」 （donju）階層認為
，金正恩不見人影很奇怪，並懷疑他的健康
是否出了問題。此外，他們風聞，金正恩接
受了某種治療。

而有關社群媒體盛傳，金正恩的親信，
也就是他的胞妹金與正可能接棒的消息，這
名人士說，勞動黨官員對她執政的說法嗤之
以鼻。沒人把她視為金正恩 「真正」 的接班
人，她要掌政其實是沒機會的。他甚至指出
，要是金與正掌權，對人民會是侮辱。換句
話說，北韓人不會接受她執政。

消息人士透露，許多北韓高幹推測，金
正恩消失可能和心臟，或是關節方面的疾病
有關。他們還記得，2014年時，他消失了約
40天，後來才拄著拐杖出現。

這名消息人士並證實，許多平壤勞動黨
官員，經貿官員和他們的家人等，最近都不
斷聽到金正恩死亡的傳聞。不過，他們大都
認為，看來金正恩不太可能死亡。他們反倒
認為，他在某處接受治療。而部份高幹的家
人和密友質疑，要是金正恩的健康狀況這麼
差，為什麼醫生沒有好好照顧他。

這位消息人士說，或許除了對金正恩中
心耿耿的人外，多數高幹想要舒適地生活在
經濟發達的國家，不管北韓是不是放棄核武
。

《每日北韓》是非營利組織，和韓國統
一部（Unification Ministry）有關，韓國官員
不時和他們接觸，以獲得情資，而它背後還
有美國 「國家民主基金會」 （National En-
dowment for Democracy,NED）等金主。

接班有辱北韓人 傳金與正不可能掌政

（綜合報導）德國外長馬斯今天發表旅遊警示，至少到6月
14日為止，都不要恢復跨國旅行。

馬斯告訴媒體，德國不可能在毫無憂心下，逕行發布旅遊建
議。他說，在針對全球的旅遊警示上，德國會與歐洲各鄰國共同
協調合作。

馬斯說，德國希望在
6月14日之後，就不必再
發布旅遊警訊，但 「我們
現在不能做出任何判斷。」 馬斯在3月17日，針對全球遊客發
布旅遊警訊。

他表示，過去4個星期，德國一共遣送24萬名來自全球的
觀光客出境，但夏天不會再進行類似方案。

（綜合報導）日本政府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
擴大，已在內部協調，將延長 「緊急事態宣言」
的期限。日本政府16日起籲請全國民眾至5月6
日盡量別外出，因疫情至今未能有效控制，故考
慮延長解禁的期限。

《時事通信社》報導，有多位政府相關人士
透露，政府內部有人主張，應該根據疫情狀況不
同，鎖定延長緊急事態宣言的對象地區，但大多
數意見傾向全國都道府縣都應統一延長。

日本政府5月1日將召開專家會議，分析全國
民眾的行動變化以及疫情擴大和醫療體系的現況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當天也將召開記者會，再次
呼籲日本民眾連休假期中盡量自律，減少外出、
見人的機會，同時公布學校與長假後重新開學的
方針。

日本政府1日之後仍將仔細觀察疫情的狀況

，3至5日預定召開傳染病專家的基本對應方針諮
詢委員會，隨後召開政府對策本部會議，決定緊
急事態宣言的期限等。

安倍29日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表示， 「很
遺憾，感染人數仍持續增加。5月6日是否能宣布
緊急狀態已經結束呢？嚴竣的狀況依然持續著。
」

他也強調， 「我現在還無法判斷（是否延長
）」 ，將聽取專家意見後做出最終判斷。至於延
長多久，有 「延1周」 、 「延至5月底」 、 「延1
個月左右」 等提案。

諮詢委員會成員、日本醫師會常任理事釜萢

敏28日表示，日本全國都有必要延長緊急事態宣
言的期限。全日本知事會近日也將要求日本政府
全國統一延長。

日本考慮延長 「緊急事態宣言」 的期限

疫情令人憂德國發警訊：6月14日前莫恢復國際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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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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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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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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司法和公共安全部長辭職
為8天內第二位去職的內閣部長

綜合報導 巴西司法和公共安全部長塞爾吉奧· 莫羅(Sergio Moro)當

地時間24日宣布辭職，理由是他不滿總統解除巴西聯邦警察局長的職務

。這是8天內第二位去職的巴西政府內閣部長。

巴西聯邦《官方公報》發表關於免去巴西聯邦警察局長毛裏西奧· 瓦

萊索(Mauricio Valeixo)職務的公告，上面還有博索納羅和莫羅的簽名。對

此，莫羅表示感到震驚，他說：“瓦萊索本人並沒有提出辭職，我也沒有

簽字贊同總統的決定。”

巴西聯邦警察局直屬於司法和公共安全部，局長瓦萊索由莫羅親手提拔。

莫羅曾向博索納羅表示，如果總統執意解雇瓦萊索，他本人將會主動請辭。

莫羅當天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辭職。他表示，博索納羅更換現任聯

邦警察局局長，是為了可以方便地接觸到各類調查報告，而這是“幹擾

司法”的違法行為。

24日晚，博索納羅在國家電視臺發表講話。他在46分鐘的講話中對

莫羅對他“幹擾司法”的指控進行辯解。他表示，瓦萊索本人曾向他表

達了想要卸下局長壹職，並非被解雇。

莫羅現年48歲，曾任聯邦法院壹審法官22年。2018年年底，巴西

當選總統博索納羅提名了主持巴西2014年大規模反腐調查“洗車行動”

的法官莫羅出任司法和公共安全部長。

此間巴西政界人士表示，在巴西防範新冠疫情的關鍵時刻，巴西衛生部長

和司法部長相繼離職，令人擔心巴西政局不穩定，也影響該國當前抗疫工作。

當天，巴西金融市場作出消極反應，匯股兩市雙雙下挫。雷亞爾對

美元匯率下跌2.23%，收報5.6556雷亞爾兌換1美元；聖保羅證券交易所

的伊博維斯帕指數下跌5.45%，收報至75330點。

據巴西衛生部公布的數據，截至24日14時，巴西已有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52995例，死亡3670例。

澳社交限制措施或於3周後放松
有望允許小規模聚會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總理莫裏森表示，社交限制措施可能會在3周後

開始放松。該國首席醫療官墨菲也稱，允許小群體聚集可能是放松對新

冠疫情限制措施的第壹步。

據報道，莫裏森在議會調查期間概述了在放松社交限制之前需要滿

足的三個要求，包括更多的檢測、更好的接觸者追蹤和加強對社區疫情

的應對。

他還表示，3個星期後政府將在社交限制方面采取行動，各州也已

經開始行動。但在被問及哪些措施可以被放松時，莫裏森沒有給出答案

，他表示希望等待醫生的建議。

與此同時，墨菲稱，目前正在考慮放寬對社區體育項目和零售措施的

限制，但不會考慮放松“大規模”集會，並警告不要“自滿”。他說，民

眾非常擔心，如果放松得太多、太快，就可能出現疫情反彈，“我們當然

不會考慮大規模的集會，可能會對小規模的集會進行壹些放松。”

此外，他還表示，解除國際旅行禁令將是澳大利亞解除限制計劃的

最後壹步，在未來3至4個月內都不會放松對國際旅行和重新開放邊境

的規定。

此外，壹項最新的調查顯示，部分澳大利亞人已準備長期遵循社交

距離限制，近2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會在壹定程度上保持社交距離。

“特殊通道”折射
中歐抗疫合作的速度與溫度

綜合報導 日前，中國“戰”疫以來

從武漢開出的首趟中歐班列抵達德國杜

伊斯堡。這趟班列因其多重“特殊意義”

而備受矚目。

首先是其搭載了可解歐洲多國抗擊疫情

和復工復產“燃眉之急”的防疫物資。據中

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介紹，截至目前，

中歐班列累計發運防疫物資44.8萬件、共計

1440噸，主要到達意大利、德國、西班牙、

捷克、波蘭、匈牙利、荷蘭、立陶宛等國家

，並以這些國家為節點，分撥到更多的歐洲

國家，有力促進了國際防疫合作。

更重要的是，隨著疫情“震中”武漢

本月順利“解封”，中歐班列(武漢)恢復常

態化運營，向外界傳遞了中國經濟社會重

回常態的積極信號。正如德國北威州交通

部長於斯特所言，盡管抗擊病毒的鬥爭尚

未結束，但亞歐之間的鐵路運輸重歸暢通

無阻是“恢復常態的壹個好兆頭”。

目前，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多個國

家正在逐步“解封”，令生產生活重回

正軌。截至4月23日，德國三大車企中

的大眾和戴姆勒已經恢復生產。

隨之而來的則是對以口罩為代表的防疫

物資需求量激增。據德國官方估算，如果要

使德國所有人在工作、購物和乘車時佩戴口

罩，每年需要80億至120億個口罩。

特殊時期需要特殊的

通道。為此，在中歐班列

馬不停蹄地恢復運營之外

，中德之間還在本月初開

通了“空中橋梁”，以包

機直飛的方式運送急需的

防疫物資。德國聯邦政府

專門在官網發文，對這壹

進展表示歡迎。

“‘壹帶壹路’合作

恢復常態對德國政府而言

意義非凡。”《南德意誌報》寫道，德國

聯邦交通部希望和德國鐵路公司共同打造

壹條每周可將20至40噸口罩等防疫物資從

中國運送至德國的“陸上橋梁”，與

“空中橋梁”壹道發揮作用。

搶運物資的爭分奪秒之外，人們更

能感受到中德、中歐之間合作抗疫“打

滿全場”的濃濃暖意。作為友城，杜伊

斯堡在中國國內暴發疫情之初即率先向

武漢捐贈防疫物品，成為第壹座向中國

捐贈防疫物品的德國城市。

而當疫情在歐洲暴發後，來自中國

的愛心捐助和物資供應源源不斷地抵達

杜伊斯堡和德國各地，成為雙方守望相

助的最佳實例。

在中歐攜手抗疫過程中，類似的例

子還有很多。而隨著疫情防控轉入常態

化，以中歐班列為代表的“壹帶壹路”

合作將有望扮演中歐雙方下壹階段穩定

供應鏈、攜手復蘇經濟的重要助推器。

據統計，今年壹季度，中歐班列共

開行1941列，發送貨物17.4萬標箱，分

別增長15%和18%(同比)。其中，3月當

月，中歐班列開行數量突破800列，而

去程班列的數量更是突破500列，兩項

指標均突破單月歷史紀錄。

“山和山不相遇，人和人要相逢。”

疫情中，中國壹家企業將這句德國諺語

寫在抗疫物資包裝箱上，捐贈給德方醫

療機構。從馬可· 波羅到裏希特霍芬，傳

承千載的絲綢之路必將在中歐攜手戰勝

疫情後通向更廣闊的前方。

希臘經濟前景展望被調低
財政部長：當局解讀非負面

綜合報導 據歐聯網援引

希臘歐聯通訊社報道，標準

普爾、惠譽和 DBRS 晨星三

大國際評級機構在 24 至 25 日

分 別 調 低 希 臘 經 濟 前 景 展

望。對此，希臘財政部長斯

塔庫拉斯表示，當局對評級

機構的解讀並非負面，不會

影響歐洲央行購買希臘債券

計劃。

據報道，惠譽在報告中確

認希臘的主權信用評級為“BB

”，但將希臘經濟前景從“積

極”下調至“穩定”。標準普

爾也發表報告，把希臘的主權

信用評級維持在“BB-”，但將

希臘經濟前景從“樂觀”下調

為“穩定”。

隨後 DBRS 晨星確認了希

臘的“BB(低)”評級，並將

希臘經濟展望調至“穩定”

。上述三家國際機構的預測

均基於“今年希臘經濟將衰

退，然後在明年反彈”的預

期。

希臘財政部長斯塔庫拉

斯表示，希臘當局對三大國

際評級機構的報告解讀並非

負面。他認為，這些機構都

維持了希臘的主權信用評級

，市場早已經將 (受新冠疫

情影響)這些評估因素考慮

在內，沒有跡象顯示歐洲央

行購買希臘國債的行動受到

影響。

希臘公共債務管理機構在4

月 15日成功發行7年期債券。

市場分析認為，這是希臘政府

在全球金融動蕩和疫情不明朗

時期主動出擊，加強其財政實

力的舉措。這批7年期債券是希

臘政府今年第二次發債，上壹

次發債是在1月 27日，當時發

行15年期債券同樣引起市場熱

捧。

而在不久之前，歐洲央行

於4月7日宣布接受希臘國債作

為抵押品，以此進壹步提振希

臘資金流動性。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

近發表《世界經濟展望》，預

測希臘可能會因為新冠疫情沖

擊而成為全球衰退最嚴重的國

家之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

，今年希臘GDP將萎縮10%，

這壹數字與歐盟國家平均萎縮

7.5%相距不遠，但高於歐元區

所有成員國。

與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預測明年歐洲經濟將有強

烈反彈。對於希臘，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預計2021年希臘經濟

增長率為5.1%，略高於歐元區

平均水平的4.7%。

法國將如何逐步“解封”？
總理擬提交行動計劃

綜合報導 法國政府正在

加緊研討5月11日開始“解封

”的具體計劃。法國總理府

稱，總理菲利普將於下周二(4

月28日)，在國民議會提交政

府“解封”行動計劃。

此前報道，法國總統府

曾表示，將根據各地不同的

具體情況來決定“解封”，

進壹步的“解封”措施將於

28日宣布。此外，法國全國

實行的“禁足令”計劃將於5

月11日結束。

本周末，法國政府加緊

研擬“解封”的具體行動計

劃。解封後，公共交通是否

強制佩戴口罩，學校開學以

何種方式進行，以及各地商

家統壹開門營業還是部分地

區先開業，這些都將在政府

逐步“解封”計劃中詳細規

定。

報道稱，已有17項關於

逐步“解封”的優先事項得

到明確。包括重開學校、公

司返工、公共交通恢復正常

、口罩和消毒液的供應等。

法國總理菲利普將於當

地時間28日在國民議會發表

相關計劃，然後就此進行辯

論和投票。而在27日，數名

部長還將與地方當局代表進

行磋商，討論各種選擇方案。

法國政府網站25日公布

的數據顯示，法國在過去24

小時內新增1537例新冠確診

病例，累計確診 124114 例。

此外，法國衛生總署25日發

布的新聞公報顯示，法國新

冠死亡病例升至2261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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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近期，國際油

價持續下挫，中國的原油進口量將持續加大。中國國家應急

管理部新聞發言人、新聞宣傳司司長申展利在28日國新辦

新聞發佈會上強調，將對石油化工企業進行消防安全綜合整

治。申展利指出，針對石化企業原油進口量增大，應急管理

部消防救援局和相關的專業部門和單位將聯合開展風險排

查，推動地方和企業嚴管嚴控，切實防範油罐洩漏或起火等

重大安全風險。

油價跌進口增 儲油安全成焦點
應急管理部：開展專項整治三年行動 排查九大高風險行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從中國
科學技術大學獲悉，中科院院士、該校教授潘建
偉獲得2020年度蔡司研究獎，以表彰他在光量子
信息領域特別是在量子通信和量子計算方面的傑
出貢獻。
蔡司研究獎以著名光學家、德國蔡司公司創

始人卡爾．蔡司命名，用於表彰在國際光學領域
作出傑出貢獻的科學家。1990年以來，該獎項在
世界範圍每兩年評選一位科學家，其中有4位獲
獎者之後獲得諾貝爾獎。

評委會認為，潘建偉作為國際量子信息技術
研究的引領者之一，在量子通信方面的先驅性研
究使得安全實用的遠距離量子密碼技術成為可
能，同時，他在多光子糾纏和高性能玻色取樣等
方面的研究，為展示量子計算優越性和實現可擴
展光量子計算奠定了基礎。

中國學者潘建偉
獲蔡司研究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28日，中國自主設計建造的首艘海上
危險品應急指揮船“深海01”輪在廣州黃
埔文沖船舶有限公司順利下水。“深海
01”是一艘可用於在液化天然氣（LNG）
等危險氣體海上洩漏擴散區進行監測監
控、事故應急、人員救助的專業危險品應
急指揮船，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投資立項，
深圳海事局負責建設。

根據建造進度，該船將於今年內在深
圳正式入編服役。據了解，這是國內首艘
使用鋰電池作為混合推進動力的海上公務
船，也是全球首次採用艙室微正壓維持系
統以實現海上LNG 擴散區內進行監測監控
和航行作業的執法公務船，相關技術應用
填補了業內空白，有力推動了動力電池技
術在中國海上船舶的應用。
“深海 01”船總長約 78米，型寬

12.8米，型深5.5米，設計吃水3.4米，滿
載排水量約1,450噸。船舶定員60人，設
計航速不小於18節，抗風等級12級，續
航力1,000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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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國
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28日發佈的第45次
《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
2020年3月，中國網民規模為9.04億，互聯網普及
率達64.5%，網民的人均每周上網時長為30.8個小
時，99.3%網民使用手機上網。

網購用戶達7.1億
報告顯示，78.6%的中國網民都在網購，網絡

購物用戶規模已達 7.10 億，較 2018 年底增長
16.4%。

2019年，全國網上零售額達10.63萬億元人民
幣，網絡消費作為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促
進消費市場蓬勃發展方面正在發揮日趨重要的作
用。

視頻用戶達8.5億
社交電商、直播電商成為網絡消費增長的新

動能。估算顯示，2019年社交電商交易額同比增
長超過60%，遠高於全國網絡零售整體增速。電
商直播用戶規模已達 2.65 億，佔網購用戶的
37.2%，佔直播用戶的47.3%。

視頻方面，網絡視頻（含短視頻）用戶規模
達8.50億，較2018年底增長1.26億，佔網民整體
的94.1%，其中，短視頻用戶規模為7.73億，佔網
民整體的85.6%。短視頻在擴展海外市場的同時，
也成為文化輸出的重要平台。同時通過帶動鄉村旅
遊、推動農產品銷售等方式，拉動了貧困地區經濟
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在線教育呈現爆發式增長。截至2020年3
月，中國在線教育用戶規模達4.23億，較2018年
底增長110.2%，佔網民整體的46.8%。

中國網民破9億 每周上網超30小時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發佈會上獲悉，國務院安全
生產委員會將從2020年4月至2022年12月

開展9個專項整治三年行動，9個專項是聚焦風險
高隱患多、事故易發多發的煤礦、非煤礦山、危化
品、消防、道路運輸、民航鐵路等交通運輸、工業
園區、城市建設、危險廢物等領域。其中，由於國
際油價大跌，中國原油進口大幅增加，石油化工企
業的消防安全尤為引人注目。
國際原油市場繼27日大跌之後，原油價格

繼續延續大跌趨勢。中國作為原油消費大國，

2019年全年國內進口原油5.06億噸，同比增長
9.5%，對外依存度72.6%。在2020年油價下跌
且OPEC無法達成減產協議前提下，中國的原油
進口量將持續加大，業內人士預測2020年中國
的原油依存度將提高至75%左右。

防範油罐洩漏起火
申展利表示，石油化工企業進行消防安全的

綜合整治，針對一些石化企業進口量增大，包括
滿罐儲存、臨時儲存可能帶來的安全風險，應急

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和相關的專業部門和單位將聯
合開展風險排查，推動地方和企業嚴管嚴控，切
實防範油罐洩漏或起火等重大安全風險。

逐步關閉30萬噸以下煤礦
同時，專項整治行動還將加大煤礦產業結構

調整力度，逐步關閉年產量30萬噸以下的小煤
礦，到2022年全國大型煤礦的佔比將達到70%以
上。此外，還將對危險化學品從生產、經營、貯
存、運輸到廢棄物處置全鏈條加強監管。

■■中國原油進口量將持續加大中國原油進口量將持續加大，，國家應急管理部將對石油化工企業進行消國家應急管理部將對石油化工企業進行消
防安全綜合整治防安全綜合整治。。圖為浙江舟山原油碼頭一艘油輪在卸油圖為浙江舟山原油碼頭一艘油輪在卸油。。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首艘海上危險品應急指揮船“深海01”
輪在穗下水。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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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近期，國際油

價持續下挫，中國的原油進口量將持續加大。中國國家應急

管理部新聞發言人、新聞宣傳司司長申展利在28日國新辦

新聞發佈會上強調，將對石油化工企業進行消防安全綜合整

治。申展利指出，針對石化企業原油進口量增大，應急管理

部消防救援局和相關的專業部門和單位將聯合開展風險排

查，推動地方和企業嚴管嚴控，切實防範油罐洩漏或起火等

重大安全風險。

油價跌進口增 儲油安全成焦點
應急管理部：開展專項整治三年行動 排查九大高風險行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從中國
科學技術大學獲悉，中科院院士、該校教授潘建
偉獲得2020年度蔡司研究獎，以表彰他在光量子
信息領域特別是在量子通信和量子計算方面的傑
出貢獻。
蔡司研究獎以著名光學家、德國蔡司公司創

始人卡爾．蔡司命名，用於表彰在國際光學領域
作出傑出貢獻的科學家。1990年以來，該獎項在
世界範圍每兩年評選一位科學家，其中有4位獲
獎者之後獲得諾貝爾獎。

評委會認為，潘建偉作為國際量子信息技術
研究的引領者之一，在量子通信方面的先驅性研
究使得安全實用的遠距離量子密碼技術成為可
能，同時，他在多光子糾纏和高性能玻色取樣等
方面的研究，為展示量子計算優越性和實現可擴
展光量子計算奠定了基礎。

中國學者潘建偉
獲蔡司研究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28日，中國自主設計建造的首艘海上
危險品應急指揮船“深海01”輪在廣州黃
埔文沖船舶有限公司順利下水。“深海
01”是一艘可用於在液化天然氣（LNG）
等危險氣體海上洩漏擴散區進行監測監
控、事故應急、人員救助的專業危險品應
急指揮船，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投資立項，
深圳海事局負責建設。

根據建造進度，該船將於今年內在深
圳正式入編服役。據了解，這是國內首艘
使用鋰電池作為混合推進動力的海上公務
船，也是全球首次採用艙室微正壓維持系
統以實現海上LNG 擴散區內進行監測監控
和航行作業的執法公務船，相關技術應用
填補了業內空白，有力推動了動力電池技
術在中國海上船舶的應用。
“深海 01”船總長約 78米，型寬

12.8米，型深5.5米，設計吃水3.4米，滿
載排水量約1,450噸。船舶定員60人，設
計航速不小於18節，抗風等級12級，續
航力1,000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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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國
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28日發佈的第45次
《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
2020年3月，中國網民規模為9.04億，互聯網普及
率達64.5%，網民的人均每周上網時長為30.8個小
時，99.3%網民使用手機上網。

網購用戶達7.1億
報告顯示，78.6%的中國網民都在網購，網絡

購物用戶規模已達 7.10 億，較 2018 年底增長
16.4%。

2019年，全國網上零售額達10.63萬億元人民
幣，網絡消費作為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促
進消費市場蓬勃發展方面正在發揮日趨重要的作
用。

視頻用戶達8.5億
社交電商、直播電商成為網絡消費增長的新

動能。估算顯示，2019年社交電商交易額同比增
長超過60%，遠高於全國網絡零售整體增速。電
商直播用戶規模已達 2.65 億，佔網購用戶的
37.2%，佔直播用戶的47.3%。

視頻方面，網絡視頻（含短視頻）用戶規模
達8.50億，較2018年底增長1.26億，佔網民整體
的94.1%，其中，短視頻用戶規模為7.73億，佔網
民整體的85.6%。短視頻在擴展海外市場的同時，
也成為文化輸出的重要平台。同時通過帶動鄉村旅
遊、推動農產品銷售等方式，拉動了貧困地區經濟
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在線教育呈現爆發式增長。截至2020年3
月，中國在線教育用戶規模達4.23億，較2018年
底增長110.2%，佔網民整體的46.8%。

中國網民破9億 每周上網超30小時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發佈會上獲悉，國務院安全
生產委員會將從2020年4月至2022年12月

開展9個專項整治三年行動，9個專項是聚焦風險
高隱患多、事故易發多發的煤礦、非煤礦山、危化
品、消防、道路運輸、民航鐵路等交通運輸、工業
園區、城市建設、危險廢物等領域。其中，由於國
際油價大跌，中國原油進口大幅增加，石油化工企
業的消防安全尤為引人注目。
國際原油市場繼27日大跌之後，原油價格

繼續延續大跌趨勢。中國作為原油消費大國，

2019年全年國內進口原油5.06億噸，同比增長
9.5%，對外依存度72.6%。在2020年油價下跌
且OPEC無法達成減產協議前提下，中國的原油
進口量將持續加大，業內人士預測2020年中國
的原油依存度將提高至75%左右。

防範油罐洩漏起火
申展利表示，石油化工企業進行消防安全的

綜合整治，針對一些石化企業進口量增大，包括
滿罐儲存、臨時儲存可能帶來的安全風險，應急

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和相關的專業部門和單位將聯
合開展風險排查，推動地方和企業嚴管嚴控，切
實防範油罐洩漏或起火等重大安全風險。

逐步關閉30萬噸以下煤礦
同時，專項整治行動還將加大煤礦產業結構

調整力度，逐步關閉年產量30萬噸以下的小煤
礦，到2022年全國大型煤礦的佔比將達到70%以
上。此外，還將對危險化學品從生產、經營、貯
存、運輸到廢棄物處置全鏈條加強監管。

■■中國原油進口量將持續加大中國原油進口量將持續加大，，國家應急管理部將對石油化工企業進行消國家應急管理部將對石油化工企業進行消
防安全綜合整治防安全綜合整治。。圖為浙江舟山原油碼頭一艘油輪在卸油圖為浙江舟山原油碼頭一艘油輪在卸油。。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首艘海上危險品應急指揮船“深海01”
輪在穗下水。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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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新冠肺炎疫情對銀行業影響浮

現，匯控首季列賬基準稅前利潤按年

大減逾48%至32.29億美元，差過市

場預期，跌幅主要反映疫情、油價下

跌及新加坡油企陷財困影響，令首季

撥備急升 4.17 倍至 30.26 億美元所

致。除了盈利大減兼取消派息，該行

亦預告今年全年撥備有機會高達110

億美元。而香港業務首季盈利按年倒

退12.5%至28.47億美元，但仍貢獻

該行近9成利潤。

匯控驚嚇全年撥備或110億美元
首季稅前少賺48%遜預期 撥備飆逾4倍

新加坡原油交易商興隆陷入財困，傳拖欠多
間銀行貸款，當中以匯豐風險敞口最大，

報道指涉資6億美元。而匯控首季撥備急升4.17
倍，該行在業績中解釋，撥備急升主因與疫情
及油價下跌打擊的前瞻性經濟前景相關準備，
又自揭首季預期信貸損失包括一項在新加坡涉
及企業貸款風險的大額準備，並是致使工商金
融業務在亞洲的預期信貸損失增加7億美元的主
因。

視乎疫情油價下跌影響情況
匯控在業績中提到，將一系列權重應用至

敏感度分析，該行嚴重預期信貸損失境況，連
同餘下季度的歷史損失記錄，可能導致2020年
預期信貸損失提撥達到70億美元至110億美
元。
而在該行模擬最嚴重境況，是將經歷嚴重

而更持久衰退，主要市場復甦緩慢，經濟活動
受限及更持久衰退導致主要市場的失業率急劇
上升，同時年內房屋價格及股市將顯著大幅回
落。換言之，若最壞假設應驗，該行年內或要

撥備多80億美元。
匯控財務總監邵偉信出席電話會議時補

充，未來預期信貸損失需視乎疫情持續多久及
嚴重程度、以至油價下跌對經濟影響，甚至疫
情過後資產市場反彈模式等各項因素而定，由
於仍存在變數，該行在考量了各項因素，預計
今年全年撥備幅度介乎70億美元至110億美
元。

三大業務板塊稅前盈利插水
匯控首季業績差過預期，除了受累撥備增

加，同時受期內收入大減影響。首季三大貢獻
最大的業務板塊稅前利潤均見下跌，其中零售
銀行及財富管理業務稅前賺少逾83%至3.57億
美元、工商金融業務稅前賺少69%至6.11億美
元、俗稱“炒房”的環球銀行及資本市場稅前
賺少逾48.9%至8.23億美元，至於環球私人銀行
稅前賺多逾23%至1.21億美元，而企業中心稅
前則賺多逾2.2倍至11.3億美元。

行政總裁祈耀年展望時提到，過去兩個月
世界經濟前景顯著惡化，若疫情嚴重、持續期

長，導致客戶活動減少和環球利率下降，料將
帶動預期信貸損失上升，並對收入構成壓力，
因此未來該行繼續進行策略投資同時，亦計劃
減少營業支出以紓緩收入下跌的部分影響，
又指因應上述因素，預告今年的利潤率將較
去年大幅下降。

香港業務仍貢獻近9成利潤
而疫情打擊下，該行不同地區業績都轉

差，其中歐洲區首季稅前蝕5.11億美元、北美
洲稅前蝕1.11億美元，拉丁美洲、中東及北非
則分別賺6,700萬美元及4,400萬美元。而盈利
貢獻最大的亞洲，首季稅前賺37.4億美元，按
年跌逾25%，當中利益大部分來自香港。若單
計香港地區業務，首季稅前利潤賺28.47億美
元，按年跌逾12.5%，不過按季則升8.9%，仍
貢獻該行近9成利潤。
匯控28績前炒上，不過在中午公佈業績

時，由於盈利大減、取消派息兼預告撥備將增
加，午後即跌穿40港元大關，收報39.95港元，
升1.1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匯
控早前在英國監管當局要求下取消派
末期息及宣佈年內不派息不回購，引
發小股東不滿。匯控高層28日出席電
話會議時被連番追問有關派息事宜，
包括會否以小股東們曾提出以股代息
等不同方案評估重派股息時間等，不
過管理層只重申將於今年全年業績完
結或之前重新檢視派息政策。
匯控行政總裁祈耀年28日表示，

該行在英國監管機構要求下暫停年內
派息，對事件感遺憾，特別是對小股
東帶來影響，強調該行並沒輕率地做
出決定，而英國監管機構容許銀行在
今年第4季檢討派息政策，因此該行將
於今年全年業績完結前重新檢視派息
政策，相信屆時疫情發展及經濟前景
將更為明朗。

港炒房業務首季逆市升32%
而在匯控首季業績中，若單計香

港業務，只有俗稱炒房的環球銀行及
資本市場業務按年升逾32%，其他業
務按年均錄得下跌，當中貢獻最大的
零售銀行及財富管理業務按年跌逾
35%。若以按季作比較，首季除了零售
銀行業務下跌外，其餘業務按季都上
升，當中以炒房業務與環球私人銀行
業務表現最強勁，稅前分別賺5.83億
美元及1.23億美元，按季分別升69%
及73%。

內地香港有望恢復增長勢頭
雖然內地及香港是較早期爆發新

冠肺炎的地區，不過疫情下香港仍是
該行首季最大利潤來源地。祈耀年認
為，目前內地及香港正擺脫疫情困
擾，並有望恢復增長勢頭，特別是香
港業務及客戶基礎表現出強勁韌力，
業務表現令人滿意。
至於匯控在今年2月公佈3年轉型

大計，不過在疫情下已暫緩部分轉型
計劃，包括大規模裁員計劃。
祈耀年28日指，由於現時環境與

今年2月所訂立大計時已截然不同，加
上存在眾多變數，若要現在重新檢討
有關3年大計仍言之尚早，又指看好香
港及大灣區未來發展，因此該行將於
相關地區投放更多資金及人力資源。

匯
控
重
申
將
檢
視
派
息
政
策

■■受疫情受疫情、、油價下跌及新加坡油企油價下跌及新加坡油企
陷財困等陷財困等影響影響，，匯控首季撥備急升匯控首季撥備急升
44..1717倍至倍至3030..2626億美元億美元。。 中通社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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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罷免高雄市長韓國瑜案將於6
月6日投票，高雄地檢署、橋頭地檢署分別成
立專責小組防範賄選及選舉暴力，檢方已受理
零星賄選案及選舉滋擾案件。

中央選舉委員會17日公告罷免韓國瑜案成
案，並將於6月6日投票。雄檢20日成立 「罷
免投票查察賄選與防制暴力執行小組」 受理妨
害罷免相關案件，迄今已受理零星賄選案件檢

舉；另先前有人檢舉罷韓團體舉辦連署送情人
節禮物及口罩等，全案仍在偵辦中。

橋頭地檢署日前也比照其他公職人員選舉
的部署，內部成立因應小組，以各組為單位對
應轄內各警分局，負責處理各對應警分局轄區
賄選及選舉暴力等糾紛。檢頭地檢署雖尚未接
獲賄選案件，但先前已起訴1件內門區妨害罷
韓連署的滋擾案。

罷韓案6月投票 檢成立專責小組查賄防暴

（中央社）文化部陳姓官員涉嫌按月以收
取利息名義向出版商收受賄賂，協助出版商取
得書展補助款。台北地方檢察署今天指揮廉政
署搜索2處，約談陳男等9人到案說明。

檢廉接獲檢舉指出，陳姓官員於民國103
年至108年間，承辦書展業務，涉嫌於107年
間向銀行貸款新台幣150萬元，再以借款名義
匯款給盧姓出版商。

陳姓官員涉嫌與盧姓出版商約定，由盧男
自107年5月起，按月給付陳男1萬8000元利
息，期限為3年；而盧姓出版商等人協辦的印
尼、美國、香港書展，共獲得文化部補助款
285萬元。

北檢檢察官王如玉今天指揮廉政署，搜索
陳男辦公室等2處，約談陳男、盧姓與周姓出

版商共9人，全案朝貪污治罪條例不違背職務
收受賄賂罪嫌偵辦。

文化部表示，今天秘書處陳姓科長（時任
本部人文及出版司視察）遭檢廉調查，已將陳
員調非主管職，靜候調查。

「廉能」 是維繫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基礎，
文化部在推動廉政工作上不遺餘力，絕不容忍
任何貪瀆破壞文化部廉潔風氣。文化部長期致
力推動廉政工作，近年來，進一步推動獎補助
款行政透明化機制，將獎補助規定、補助作業
流程及補助結果公開，以達全民監督、公共課
責目的；亦透過定期廉政調查掌控廉政風險，
並嚴格要求同仁遵守紀律，以追求廉正及透明
為目標。

文化部陳姓官員涉收賄 檢廉約談

（中央社）宜蘭縣五結鄉
農會驚傳保管箱物品遭竊，農
會懷疑是30多歲資訊室技工黃
姓男子所為，警方今天在羅東
鎮南門路逮捕黃男，他到案後
否認犯行，警方將持續追查以
釐清案情。

宜蘭縣警局羅東分局透過
金銀樓相關系統，初步查到約
有20至30兩黃金已遭變賣，
不過確切遭竊物品和變賣金額
及犯案動機仍有待警方進一步
取證後才能釐清。

五結鄉農會總幹事李林欽
晚間向中央社記者表示，農會
共有1300個保險箱，約有800
個出租，現已清查超過350個

保管箱，約有10多個疑似遭竊
，明天會持續清查。

李林欽今天在記者會中指
出，4月13日有承租戶反映保
管箱內物品遺失，承租戶隔天
下午再度前來農會詳述遺失物
品，農會立即向警方報案，15
日經稽查後發現31把副鑰匙遺
失，另有17把副鑰匙套疑似被
拆封，警方也派員採證。

李林欽說，保管箱業務代
理人黃姓男子2月16日和3月
22日利用假日2度未向主管報
備進入農會後，其中有一天把
監視器往上挪移並拔掉監視器
總開關插頭，黃男動作相當可
疑涉嫌重大。

李林欽表示，經初步調查
，懷疑黃男趁2名主管剛好同
時請假，藉由保管鑰匙之便假
日進入農會，前一天更主動去
關門，好像沒有按下 「時間鎖
」 ，只是做假動作，並向主管
代理人表達已處理好了，因同
事間互相信任而不疑有他。

李林欽說，已將黃姓男子
免職，保管箱主管則調職，農
會從民國86年開辦保管箱至今
從未發生竊案，會以負責態度
盡力保障客戶權利，至於是否
有共犯，將靜待司法調查，農
會也會依合約內容及法院判決
適當處理。

五結鄉農會保管箱疑遭監守自盜 警逮嫌疑人

（中央社）內政部依據政黨法做出處分，要求婦聯會轉型為
政黨，否則廢止立案，婦聯會不服聲請停止執行。法院今天認定
，團體存續自由及財產權並未受損及涉及公益，不符要件，駁回
聲請。

全案緣於婦聯會為依人民團體法立案登記的 「政治團體」 ，
政黨法於民國106年12月6日制定公布並施行後，內政部依政黨
法規定，通知婦聯會等政治團體應於政黨法施行後2年內修正章
程轉換為政黨。

內政部認定婦聯會等未於法定期限屆前完成轉換程序，於
108年12月24日做出處分，通知婦聯會等45個政治團體，於文
到4個月內完成轉換為政黨程序，屆期未辦理者，內政部將依規
定廢止 「政治團體」 的立案。

婦聯會不服原處分，於1月22日向行政院提起訴願（行政
院3月5日做出訴願不受理），並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聲請停止

執行。
法院認定，婦聯會的團體

存續自由並未因此受侵害，婦
聯會已向衛生福利部申請設立
與慈惠公益等相關的財團法人
並經審核中，難認原處分對婦
聯會的結社自由及言論意見表
達自由等，有造成難於回復的
損害。

法院表示，原處分沒有損
害婦聯會財產權，也與公益無
涉而須停止執行的必要，且內
政部作成原處分前，婦聯會依政黨法規定已有2年的修正期間可
資援用，原處分的規制內容並不足以構成急迫情事，因此婦聯會

聲請停止執行不符要件，予以駁回，還可抗告。

轉型政黨處分婦聯會聲請停止執行遭法院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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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

白衣执甲，逆行出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医护人员英勇无畏，感动国人。有这么一个
年青的群体，他们被白衣天使的精神所激励，更
坚定了自己未来的路。

默念着“上不过肩，下不过腰”的无菌操作
原则，旦真旺堆和带教老师、护士们将患者推入
手术室。旦真旺堆端着盛有碘伏的消毒碗，小心
翼翼地给患者消毒，作为助手的旦真旺堆尽可能
认真细致地配合带教老师，“不能出一点差错”。

这是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
医学院学生的日常工作场景，今年 4 月底，他
们即将结束临床实习。实习期间，最令他们鼓
舞的，是他们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

那是在 2 月 21 日，在藏历新年来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给正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
院学生回信，肯定他们献身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
志向，勉励他们练就过硬本领、服务基层人民，
并向他们以及藏区各族群众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
好的祝愿。

“我们衷心感谢总书记对我们的关爱。”在
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谢煜靖近
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我们一定牢记选择从医的初心，以救死扶伤
的神圣使命要求自己，待到学成后服务家乡。”

“他们的眼睛里经常会‘闪着光’”

“我们是幸运的，得到了西藏大学和北大医
学部的联合培养以及老师无微不至的关心。”旦
真旺堆说。

据悉，受益于“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
计划”，自2016年起，受北大医学部委托，每年
有15-20名西藏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
被遴选出来，赴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参与为期36
周-48周的专业实习。

去年5月，旦真旺堆等17名西藏大学医学部
2015级临床医学本科班学生，踏上了前往北京实
习的旅途。这段实习生活，让他们从课本走向了
实践，“做好医生的工作”，这是旦真旺堆最大的
感受。

为了帮助同学们早日适应在北京的生活，
北大首钢医院的老师“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
样照顾他们，旦真旺堆记得，老师的叮咛详
细到吃穿住行的每一个细节。

为提高实习质量，医院各轮转科室选派科
主任、骨干教师带教学生，按照规范的临床实
习教学模式，开展理论学习、教学查房、病例
讨论、基础技能培训等教学。

学生们对实习机会备加珍惜。“他们的眼睛
里经常会‘闪着光’。”北京大学首钢医院教育处
的赵子臣谈起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情景说，“虽
然他们开始时会害羞，互动不多，但是结合他们
在课堂中的反应、回答、做笔记等动作来看，那
些眼睛中的‘光’其实是一种对知识的渴望和向
往”。

从只能观摩到成为手术助手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一开始的“一说话就脸
红”“憋红了脸半天才回答几个字”，到短短几周
后，“自如地回答老师所提的问题”“不断补充，
还出现了一些争论的场面”，西藏大学医学院学
生的进步显而易见。

在临床实践方面，旦真旺堆一开始只能观摩
手术，现在，他已经可以作为手术助手，在医生
指导下做一些配合工作。有一次，一位胃肠外科
的病人向旦真旺堆的带教老师称赞说：“旦真旺
堆在慢慢地成熟。”这是旦真旺堆第一次得到来
自病人的鼓励，他害羞又骄傲地说：“以后得当
一个好大夫，给他们服好务。”

平措卓嘎有些腼腆、不善言辞，但是她的学
习热情非常高，每次都是第一个到科里，跟着老
师查房，笔记记录得密密麻麻却很有条理。有
时，她会带着问题，跟老师一起查阅文献。很
快，平措卓嘎掌握了消化内科常见病的诊断、鉴
别以及治疗原则。这个暖心的藏族女孩，体谅临

床带教老师的辛苦并心怀感恩，每次下班时都会
在道别时说一声“谢谢老师”。

边巴卓拉来自西藏日喀则，经过一段时间的
实习后，已经可以按照实习大纲要求，完成一些
工作，对于老师教的内容也能做到触类旁通。

去年的一天，边巴卓拉给她的带教老师、
神经内科一病区医生杜汉军带来一个惊喜，“那
天是我们值夜班，讲课结束后，小姑娘给我鞠
了一躬，然后从包里拿出一条洁白的哈达，说
要送给我表达感谢。那一刻，我激动不已，请
值班护士给我们拍成了录像珍藏。”杜汉军说。

“不忘自己是一名未来的医生”，尽管 17 名
同学也曾想站上抗疫一线，但是他们资历尚浅，
于是在学校里继续学习专业知识。

在轮转科室实习暂停的这些日子里，他们
仍保持着相对规律的作息生活，通过网络与带
教老师保持联系，学习最新的医学知识，每周
参与 3—4 次线上学习。在网络授课中，老师
在大窗口共享屏幕讲授，同学们则在小聊天窗
口上圈点记录、参与讨论。虽然不能对患者亲
自“望触叩听”，同学们依然积极参与各种病
例的分析。

“我们会做好一个实习生该做的
事情，将来到了工作岗位，在国家
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
间站出来。”“95 后”西藏小伙坚参
平措认真地说。

以后还是要回到家乡去

沿318国道一路向西，雅鲁藏布
江中游北岸，苍穹下，一道道小溪
蜿蜒向远方。

蓝天白云，远山近草，转动的
水车，橙黄的柏木泥，这里是拉萨
市尼木县，是旦真旺堆的家乡。

“摘豆蔻，捣沉香，松柏作泥花
作尘。一缕云烟梦，几代雪域情。”
尼木是有名的文化县，以“尼木三
绝”藏香、藏纸、普松雕刻远近闻
名。

近年来，尼木县的医疗水平已
有较大发展。“县医院的床位数增
加，新进人才、有经验的医生也比
原来多了不少。”旦真旺堆说，“不
过，一些复杂疾病，还要转到上级
医院。”

“以后还是要回到家乡去。”这
是旦真旺堆的一个心愿。年少时，
因为觉得当医生“很酷”，旦真旺堆
选择了医学道路。医生是人民健康
的守护者，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中，广大医务工作者英勇奋战，
用行动诠释了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
崇高精神。看到这些，旦真旺堆真
切感受到了医者的责任和担当，对

医生的职业内涵有了更深感悟，也坚定了他的从
医之心。

他的同班同学坚参平措也想回到家乡，回
到那片生养自己的雪域高原，把前沿的医学知
识带回家乡：“毕业后，我准备到基层医院工
作，用所学医学知识服务基层、造福人民。”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儿科医生王学梅连续三年
从事西藏大学医学院实习生的带教工作，她欣慰
地回忆起此前带过的学生琼达发来的微信：作为
骨干，将自己在北大首钢医院学到的相关技术用
于培训当地医院医生，让西藏更多新生儿受益。

“我们深刻感受到教学中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
重要性。”王学梅说。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农工党中央医卫
委主任顾晋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
我们再一次理解了医学真谛，也为立志献身医
学的莘莘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

据了解，4年来，北大首钢医院为西藏大学
医学院培养了 77 名临床实习生，包含藏、门巴
等多个民族的学生，如今，他们毕业后多数在西
藏、新疆、青海等西部地区医疗单位从医，服务
基层、服务广大群众。

来自雪域高原的“白衣春蕾”
——17名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在北京实习的日子

叶晓楠 朱润华

西藏大学医学院实习生在腹腔镜模拟器上进行操作。 西藏大学医学院实习生在学习体外除颤仪的操作。西藏大学医学院实习生在学习手术基本技能。

西藏大学医学院实习生在手术室合影。

（本版照片均由北京大学首钢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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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首創 
美南傳媒優惠卡
- 疫情當前，醫生線上看病
- 每個家庭$18元會費
- 線上醫生，牙醫看診，藥房供藥

全面折扣優惠

2月14日在佛州Fort Walton Beach由八位教育組織共同舉
辦的 綜合晚會和STEM社區日開幕活動，旨在提高人們對下一
代高需求科技領域的就業做好準備，這些活動會增強並提高未來
的勞動力。

這次的盛會是由來自西北佛羅里達的非營利性教育組織聯合
舉辦的，這些組織統稱為Innov8 +，它們的共同目標是激發當今
的學生主動尋求解決明天問題的方法。 Innov8 +的項目獨特地
融合了學生的學習和專業經驗，從而在課堂和實際應用之間建立
了一條通道。

Innov8 +指導委員會包括空軍研究實驗室，翡翠海岸童子軍
俱樂部，杜利特爾研究所，翡翠海岸機器人聯盟，翡翠海岸科學
中心，徐紹欽教育基金會以及俄克拉荷薩縣學區職業和技術教育
中心。 徐紹欽教育基金會是501（c）（3）非營利組織，受In-
nov8 +的委托主辦此次活動。

從2月14日星期五開始舉辦的創新之旅將會帶領人們了解
創新教育地區中心，展示協作實踐區的優勢及尋求新穎和創新的
培訓機會，並深入解決問題來應對明天的挑戰。這次活動培養學
生從少年開始終生學習，來建立和擴展熟練的STEM勞動力的機
會。

2020年2月15日，從上午10:00直到下午2：00，以創新的
社區組織“Innov8 +”舉辦的社區STEM博覽會，展示了新的令
人興奮的STEM推廣計劃！它聚集家人一起盡享和參加這令人興
奮的新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推廣計劃，例如
FIRST®機器人技術，網絡教育計劃和無人飛機挑戰組，包括動
手實踐具有創新性應用的STEM活動，這些活動由佛州本地企業
及雇主和組織所發起，為社區覺醒和業界參與提供了一個平臺，
從而加快了我們對創建未來強大勞動力隊伍的綜合影響。

活動的最後重點是2020年2月15日星期六舉行的綜合晚會

，有影響力的演講者包括，國防和業界領袖
，政府官員以及對教育和經濟發展有遠見的
領袖，其中包括交通部副部長傑龍。時間從
下午 5:30 到晚上 9:00，還有豐富直觀的
STEM教育節目展覽，青年大使經驗分享以
及Sinfonia墨西哥灣沿岸青年管弦樂隊的學
生們演奏音樂。

一批亞太裔商業和社區領導人作為特別
嘉賓應邀參加了此次活動。其中包括：董繼
玲，（Chiling Tong, President/CEO at Na-
tional ACE, 全美亞裔總商會會長），何西
典（David Ho, Managing Partner, MMSC
Investment LLC），曾俐俐，（Lily Ho,
Managing Partner, MMSC Investment LLC
），孔慶超（Eric Kung, Kung’s Property
Management, 翔茂地產公司董事長），吳
小燕（Shiao-Yen Wu, WPI Real Estate,
CEO, 總裁），簡衛（David Jian, WFG
CEOMD, 世界金融集團市場總監），嚴培
達（Patty Yan, KACC 奇士美華人協會主席
），倪幼薇（Claire Wu, President, Se-
quoia Dental Studio） ， 吳 明 冶 （Ming
Wu, President, MOGO Inc. 總裁），蔡慶
雲（Judy TSAI, Chinese Club of San Marino, Board of Director,
聖瑪利諾華人協會理事），洪逸青，Jesse Hong，Ramona
Pharmacy Group, 總裁），陳海娜（Hannah Chan, Cary Ra-
leigh Realty, 北卡三角房地產投資開發公司創始人兼董事長，陳
誌光，（Leo Chan, 龍騰投資集團創辦人, Lantern Partners In-

vestment LC），劉秀美（Shelley Ding, CenterPoint電力瓦斯
公司的SAP設計專家 ），丁方印（退休前曾擔任休士頓教委會
的副獨立檢查長Deputy Inspector General），黃凱文，（Kev-
in Wong, CEO of Wongstein International Group），Joe Jef-
ferson, Judge, Eaglewood, Colorado）。

亞裔社區領袖力挺佛州加強科技教育STEM的努力

（綜合報導）樓文淵先生於2019
年6月發表此書，是以民國38年任蔣
侍衛人員時的〈工作日誌〉，加上摘
錄同時期蔣的〈日記〉所編撰而成。
雖然日記部分僅是 “摘錄” ，但仍
是記錄蔣當時思維最真實的一手資料
。如果再將這兩項資料進一步加以整
理分析，那麼對蔣的人格特質及其面
臨山河變色危局的因應與心路歷程，
就能有較深入的瞭解。本文即以此為
目的試作探討。

1月17日： 「立法委員致函哲生
（行政院長孫科）者有五十餘人之多

。不僅皆為黨員，而且為中央委員者
亦有十人，其用意在逼余立即下野，
當然受桂系之指使也。…乃決心下野
，重起爐灶也。」

1月19日： 「約哲生等商討退職
問題兩小時，決定引退。」

1月21日： 「本日為余第三次告
退下野之日，只覺心安理得，感謝上
帝恩德能使余得有如此順利引退，實
為至幸。」 （侍從記）： 「…與李副
總統之聯名宣言：略以 “戰事仍然未
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決定身先
引退，以冀弭戰消兵，解人民倒懸於

萬一。」
1月22日：（侍從記）： 「傅作

義變節，與中共成立休戰協定」 「行
政院會決定派邵力子、張治中、黃紹
竑、彭昭賢、鍾天心等五人為和談代
表，並等待中共談判的之日期與地點
。」

1月25日：（侍從記）： 「共軍
已迫近長江左岸。」

1月26日： 「決派（空軍）陳副
司令（嘉尚）携余字條飛北平，對李
（文）、石（覺）與傅（作義）面授
機宜。」 （侍從記）： 「美國務卿艾

其遜發表：“對華政
策不變”之聲明。而
駐華軍事顧問團則奉
命撤離。」
1月28日： 「處理

上海中央銀行現款運
出之指示，並決定固守江防不即放棄
南京之方針。」

1月30日： 「自此，余如終身服
務於黨務，領導革命，而不再當政，
是為唯一報國自全之道，否則亦須在
野五年，奠定民眾基層工作，再出而
當政，以建立獨立自強基礎，而不再
受外力所壓制，美俄所侮辱，非有此
把握不再出而當政也。」

2月8日：（侍從記）： 「此時
黃金之存量：臺灣二六零萬兩、廈門
九十萬兩、美國三十八萬兩、上海二

十萬兩，承兌支用者四十萬兩。」
2月15日： 「考慮對桂系政策，

希望其不降共…。對共匪不能有所期
待，而以阻止其渡江為唯一要務。」

2月16日：（侍從記）： 「行政
院四十四次院會在穗舉行…遵蔣公密
令，免浙江省府主席陳儀本兼各職，
以周喦繼任。」

2月21日： 「下野回鄉至今正足
一月，時局變化尚不甚激劇也。」

2月25日： 「極想以浙東為革命
根據地，而以寧屬六縣為著手起點也
。」

3月3日： 「（吳忠信與張治中
）來訪，報告京中近情，並攜李函來
請示其重要者：一、和平條件及限度
；二、行政院長易人問題。」

讀樓著〈老蔣在幹啥?〉有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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