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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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持續
延燒，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
losi）12日提出1項救助法案，並形容新冠
病毒肺炎疫情是 「美國史上最大災難」 。

裴洛西發表的聲明提到， 「已有8萬多
美國人死亡、約140萬人被感染、3300萬
美國人申請失業補助。我們都知道這些數字
。我們遇到了我國史上最大的災難。」

裴洛西表示， 「有些人說，讓我們暫停
一下吧。但很多家庭正在遭受苦難、饑餓、
租金、帳單、失業的沉重和失去摯愛的悲劇
並沒有暫停。」 裴洛西警告， 「不採取行動
，將是代價最高的一條路。」

5月12日，裴洛西公布1項總金額超過
3兆美元的新冠肺炎疫情救助方案，包括向
各州和市政府撥款1兆美元，並向每戶發放
最多6000美元補助金。

美眾院議美眾院議：：美國已遇到史上最大災難美國已遇到史上最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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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白宫医疗顾问福其在向参
议院作证时，高度关注因为开
放商业活动会再导致疫情之不
可收拾， 他也拒绝把疫苗成功
定下任何时间表，在此同时由
佩洛西领导的民主党在众议院
提出第三波的经济救助提案，
敦促政府再度拨款三万亿来拯
救包括地方、市及州政府之财
政危机，包括好友市长唐纳也
要立即解雇三千休斯敦市政府
员工。

根据权威医疗专家之预估
，如果疫情无法控制，在八月
底前全国将有超过十六万人失
去宝贵生命， 而且其中泰半是住在养老院的
无助老人及非裔、拉丁裔少数族裔美国人，
他们大部分是弱势族群而且生活在贫穷线下
的受害灾民。

今天我们以世界第一强国自居，在这次
世界性之大灾难中，居然束手无策，而且还
要独善其身，把救灾和政治挂钩。

我们要在此郑重呼吁，值此非常时期，
各级政府应立即成立大批之支援队伍，包括
医疗人士、国防民兵在每一个郡展开检疫及

救助行动，尤其是对全美二万家疗养中心开
启全面淸洁工作，并在各中小学校广设食品
医疗免费供应站。

今天我们已面临生死存亡之关头，全国
人民无不生活在恐袭及无助之情境，住在老
人院和少数族裔，难道他们就不是人吗？他
们是我们的兄弟妺姐，我们一定要尽全力帮
助他们！

三万亿这么庞大数字，只有我们才会有
能力拿得出来，然而，我们的主政者什麽时
候才能拿出救国救民之良方？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55//1313//20202020

Dr. Anthony Fauci told Senators that if the
country did not adequately prepare, then we
run the risk of having a resurgence. In
Congress, the Democrats are sponsoring a
proposal for a new stimulus bill. Their $3
trillion relief package will provide funding to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along with a
new round of direct payments to individual
American citizens. Today, our friend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also plans to furlough
about three thousands workers.

According to the predictions of medical
experts, there will be almost 160,000 lives
lost in America by the end of
August. Most of them are
people who live in senior
housing and includes
African-Americans and
Latinos who live in poorer
communities around the
country.

Today, the U.S. is the
number one super power in
the world, but in this
pandemic we just don’t see
how our government can
manage the ongoing crisis.
So many people are suffering
with no hope. We want to
urge the city and state

governments to immediately mobilize all their
resources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set
up testing centers in every community and
hand out free food to all the needy citizens.
Most importantly, we need to organize a
coronavirus pandemic task force to rescue
every emergency spot.

Most of the country is now open for business.
We are so very worried about this virus that
will never stop attacking us. The people’s
lives are in despair and with no hope. We
want the politicians to come up the effective
resolution to rescue us and the whole country.

Where Is Hope For Me?Where Is Hope For Me?我們是我們是 『『待宰羔羊待宰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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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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續不斷的遭遇塔利班的
恐怖襲擊後，阿富汗總統命令正規安全部隊，
對塔利班與其他恐怖分子的據點發動主動進攻
。加尼總統（Ashraf Ghani）表示， 「安全部
隊將從被動防禦，轉變為主動進攻。」

商業內幕( Business Insider)報導，阿富汗
安全部隊長期以來，一直處於防禦態勢，因為
各方呼籲停火，美國也推動與塔利班的和平談
判，但是塔利班從來沒有停手過，反而增加了
其暴力活動。

加尼總統在電視講話中說， 「阿富汗安全
部隊將從陣地防禦，轉變為進攻模式，這是保
衛多數地區，並阻止塔利班和其他恐怖勢力的
襲擊。」

在週二，喀布爾婦幼醫院發生一起炸彈客
襲擊，這是由無國界醫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經營的醫院，造有16人死亡，包括2
名新生兒；同一天，自殺炸彈襲擊了南加哈爾
省(Nangahar)的一名警察指揮官葬禮，造成24
死68傷。

這兩起襲擊，還沒有任何組織出面承認，

但加尼認定，要嘛是塔利班，不然就是IS武裝
集團，也沒別人了。他表示，連新生兒與往生
者都不放過，塔利班的行徑已忍無可忍。

加尼說： 「今天，我們目睹了塔利班或IS
集團，對喀布爾婦幼醫院，以及南加哈爾省舉
行的葬禮上，刻意發動恐怖襲擊，這已沒什麼
好說的。」

塔利班的態度也一直很惡劣，即使美國和
塔利班代表簽署了一份有條件協議，要求在今
年二月底時，結束阿富汗衝突。但是塔利班僅
表示 「不會再對美軍發動進攻，但會繼續對阿
富汗部隊發動進攻。」

塔利班發言人 3月2日 說 「我們的聖戰者
組織不會攻擊外國部隊，但我們的行動，將繼
續針對喀布爾政府軍。」

據路透社報導，從2月底簽署停火，至4
月15日之間，塔利班已發動了4,500多次襲擊
，這比去年同期還增加70％。

就連美國國防部長艾斯培（Mark Esper）
上週在接受記者採訪也承認，塔利班沒有兌現
承諾。

不忍了不忍了 阿富汗軍對塔利班開打阿富汗軍對塔利班開打

（綜合報導）大陸疫情最嚴重時，日民間
多次聲援募款，令陸民間對日印象大幅改觀，
特別是先前物資箱上寫著詩詞 「山川異域、風
月同天」 ，更一時成為兩國關係佳話。不過，
陸官媒《環球時報》評論稱，由於日本最近積
極呼籲世界衛生組織讓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加上安倍政府上月還宣佈投入22億美元用於
支持日企從大陸移出，此類 「去中國化」 行為
，感嘆當時的 「風月同天」 恐不再了。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源於中日歷史上
的佛教典故。約在盛唐時期，日本相國長屋贈
送中國唐代佛教大德上千件袈裟，邊緣都繡著
一首偈子：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
，共結來緣」 ，意指彼此雖不在同一個地方，
未享同一片山川，但當我們抬頭觀看時，會看
到同一輪明月。而日方當時在許多捐贈物品的
紙箱上都貼上了這段詞，用來形容兩國共同面
對疫情，感動許多大陸網友，也因此改觀對日
原有印象。

該文指出，現在日本除了支持台灣參與

WHO，加上呼籲日企從大陸搬出，如同追隨美
國 「去中國化」 的行為。對此，黑龍江省社會
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所長笪志剛表示，日本各
界並不都是一個聲音，社會上仍有比較替大陸
說話的聲音，但日本政府在疫情上仍受到在野
黨的質疑，加上日本戰略界部分人士看到疫情
下的歐美一些國家如此不堪一擊，又看到大陸
制度的優勢，內心產生一種恐懼感，這是日本
保守勢力抬頭的深層心理因素。

文章表示，中日之間相互理解上，不僅面
臨來自國際的壓力，也有日本國內保守勢力的
壓力，還有日媒經常渲染的 「中國威脅論」 在
日仍有市場，這些聲音，都通過媒體和網路傳
導到大陸，激起陸民間情緒後，又傳回日本，
加上中日面臨許多尚未厘清的歷史和現實問題
，導致此類 「互動」 可能還會許多年；但另一
方面，寒風中鞠躬的小女孩，為中國留學生留
門的拉麵店老闆，他們也是真實的日本人，不
是虛構的日本人，日社會與民眾中主張對華友
好的人士也是真實存在的。

日這些舉動 陸媒嘆 「風月同天」 回不去了
（綜合報導）世界各國央

行猛印鈔票，來支撐新冠疫情
重創下的全球經濟，相較實體
貨幣紛紛走貶，全球最受歡迎
的虛擬貨幣比特幣卻逆勢大漲
，本周一度重新站上1萬美元
。主要是挖礦獎勵減半，礦工
覺得無利可圖關閉礦場，發行
量開始放緩的緣故。

按照比特幣協議，挖礦者
每挖出一個新區塊就能獲得比
特幣獎勵，但每四年礦工的挖
礦獎勵就會減半。比特幣價格
在過去幾周飆高，正是市場預
期到史上第三度挖礦獎勵腰斬
在11日（周一）發生。

因此礦工的比特幣獎勵從
12.5枚，硬生生砍半成6.25枚
，第四度挖礦獎勵減半預計出
現在2024年，屆時減為3.125

枚。第一次減半發生在2012年
11月，第二次在2016年7月。

比特幣的總發行量限制在
2,100萬枚，現今有1,830萬枚
比特幣流通。

提供礦池服務的Poolin表
示，挖礦利潤受到壓縮下，
15％至30％的礦工關閉礦場。

區塊鏈新創公司 Block-
stack 共 同 創 辦 人 艾 里
（Muneeb Ali）指出： 「當政
府大開印鈔機之際，比特幣新
幣發行量將持續減少，比特幣
需求卻不減反增。」

在發行量銳減的預期心理
下，比特幣過去幾周來價格飆
揚，3月中旬還在4,100美元左
右的低點，5月7日站上1萬美
元大關，其後回軟到8,700美
元價位，本周一又站回萬元。

比特幣需求又見火熱，係
因疫情當道下，投資人認為此
加密通貨的避險魅力，更勝各
國政府發行的紙幣，加上美國
聯準會等央行大行寬鬆措施。

好幾位專家表示，比特幣
價格應該還會再往上走高，甚
至突破2017年底締造的近2萬
美元歷史高點。

加密通貨放貸公司BlockFi
執行長兼共同創辦人普林斯
（Zac Prince）指出: 「想像一
下，若是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OPEC）在前晚減產五成，油
價會怎麼樣？當然是上漲。」
他認為比特幣價格終將飆破2
萬美元，未來兩年飛漲到4萬
至10萬美元。

比特幣站回萬元 專家喊1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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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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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確診病例逾14.5萬例
聖保羅州“隔離令”延至5月31日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宣布，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再破萬，達到 10222 例，累計確診 145328 例；新增死亡病例 751 例

，累計死亡 9897 例。當天，聖保羅州宣布將“隔離令”延長至 5

月 31 日。

巴西衛生部稱，聖保羅州和裏約熱內盧州仍是巴西疫情最嚴

重的地區。目前，聖保羅州已有確診病例 41830 例，死亡升至 3416

例。裏約熱內盧州確診和死亡病例分別達到 15741 例和 1503 例。此

外，塞阿拉州、伯南布哥州、亞馬遜州和帕拉州死亡病例也分別

達到 966 例、927 例、874 例和 515 例。巴西利亞聯邦區死亡累計為

37例。

巴西衛生部表示，巴西將采取措施擴大新冠病毒檢測力度，計劃在

今年實現對22%的巴西人口(約4600萬人)進行檢測的目標，包括核酸檢

測和抗體檢測兩部分。

8 日，聖保羅州州長若昂· 多利亞宣布，將即將於 5 月 10 日到

期的“隔離令”再次延長至 5 月 31 日。這是該州第三次延長全面

隔離措施。隔離期間，除必要的醫院、藥店、超市和面包店外，

關閉全州範圍內的所有商業場所，全州停課停工，並無限期取消

各類大型活動。

巴西流行病學專家當天認為，目前巴西已成為全球疫情曲線

上升最快的國家之壹，裏約熱內盧州和東北部等地區的醫療系統

接近爆滿。為避免更大災難發生，建議立即在上述地區實施更加

嚴格的禁閉措施，全面限制人員出行。

烏茲別克斯坦壹季度
接待外國訪客數量下滑12%

綜合報導 據烏茲別克斯坦官方8日公布數據，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烏茲別克斯坦2020年第壹季度接待外國訪客數量較去年同期

下降12%。

烏國家統計委員會數據顯示，2020年1-3月，烏茲別克斯坦接待外

國訪客120萬人，與2019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2%。來烏外國訪客中的大

多數人是為了探親和旅遊。其中，探親訪客占87.9%，旅遊訪客占9.3%

，求醫訪客占1.2%，工作訪客占0.7%，商務訪客占0.6%，留學人員占

0.3%。

其中，來自獨聯體國家的外國訪客為 116 萬人，占 95.6%，

主要來源國包括哈薩克斯坦（39.76 萬人）、塔吉克斯坦（33.27

萬人）、吉爾吉斯斯坦（29.81 萬人）、俄羅斯（6.47 萬人）、土

庫曼斯坦（6.06 萬人）、阿塞拜疆（0.2 萬人）和白俄羅斯（0.12

萬人）。

來自非獨聯體國家的外國訪客為5.36萬人，占4.4%；主要來源國包

括土耳其（1.35萬人）、韓國（0.52萬人）、中國（0.37萬人）、印度

（0.36萬人）和日本（0.13萬人）。

與此同時，今年第壹季度，出境旅行的烏茲別克斯坦公民為140萬

人，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6.7%。其中，有133萬人(92.7%)前往獨聯體

國家，10.43萬人(7.3%)前往非獨聯體國家。

烏茲別克斯坦3月15日發現首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現為中亞地區

疫情第二嚴重的國家。截至9日發稿，據烏衛生部數據，該國累計確診

2325例，治愈1775例，死亡10例。

法國為防控疫情低調紀念二戰勝利75周年
綜合報導 法國仍處於“封

城”等管制措施中，為防控新

冠肺炎疫情，官方紀念二戰勝

利75周年活動低調進行。

當天的官方紀念儀式很簡

短，並且不對公眾開放。雖然

是二戰勝利75周年紀念，但由

於各項管制措施依然有效，法

國官方盡量壓縮了儀式規模。

往年的慣例流程如總統檢閱軍

隊、各界人士獻花等環節都被

取消。

法國總統馬克龍向位於香

榭麗舍大街克雷蒙梭廣場的戴

高樂將軍雕像敬獻花環，隨後

前往凱旋門參加紀念儀式。參

加紀念儀式的法國政要非常有

限：參議長拉爾歇、國民議會

議長費朗、前總統奧朗德和薩

科齊、總理菲利普、國防部長

帕利和巴黎市長伊達爾戈。

馬克龍向凱旋門下的無名

烈士墓獻花並撥旺長明火，法

國軍隊合唱團4名成員演唱法國

國歌《馬賽曲》，馬克龍隨後

與在場政要和法軍將領短暫交

談，儀式即告結束。

記者當天在凱旋門等地看

到，警方戒備極為森嚴。紀念

儀式結束後，仍有大批警察巡

邏，對行人和車輛檢查出行證

明；在克雷蒙梭廣場附近，有

十多輛警車處於待命狀態。

每年5月8日是法國的公共

假日，往年會有大批民眾和遊

客在街頭湧現。而克雷蒙梭廣

場等地點當天雖然象征性安放

了旨在控制人流的鐵柵欄，但

現場幾乎空無壹人。

凱旋門拱門上方和埃菲爾

鐵塔當天懸掛起巨幅法國國旗

，仍然讓人們感到了紀念二戰

勝利的氛圍。有多名汽車司機

和自行車、摩托車騎手趁著在

路口等候紅燈的機會給巨幅法

國國旗拍照。

記者註意到，法國國防部4

月已對外公布了二戰勝利75周

年紀念活動方案，為了符合防

疫措施，除了法國官方儀式不

對外開放外，法國地方政府組

織的紀念活動也被要求閉門進

行。

法國將於下周起逐步“解

封”，公共交通系統準備迎

接客流。記者 8 日在巴黎地

鐵車廂、地鐵站等處看到工

作人員粘貼了很多提醒社交

距離的標識。盡管是節假日，

公交系統當天幾乎沒有乘客。

另外，為了提醒民眾“解封”

後註意防護，巴黎著名景點

夏洛宮外的金色雕塑也被戴

上了口罩。

法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8日

升至26230例，單日新增死亡病

例243例。法國疫情最嚴重的大

巴黎地區死亡6414人。

希臘確診病例超2700例
國內旅遊市場將逐步開放

綜合報導 希臘衛生部宣布，希臘新

增19例新冠肺炎患者，累計有2710例新

冠肺炎病例。與此同時，希臘因新冠病

毒而死亡的人數在24小時內增加1人，

總數為151人。

據報道，自從新冠疫情發生後，包

括希臘在內的歐盟各國封鎖邊境，至今

已經差不多兩個月時間。雖然希臘當局

和旅遊業界都希望能夠放松管制措施允

許部分遊客入境，但歐盟仍決定繼續將

“封盟令”延至6月15日。

歐盟5月 8日宣布，由於新冠疫情

在歐洲及全球仍未趨穩，歐盟決定繼

續限制赴歐“非必要旅行”，將今年3

月中旬開始實施的“封盟令”延至6月

15日。

歐盟委員會當日在壹份公告中稱，

盡管目前壹些歐盟成員國和申根區成員

國正著手放松管制，但新冠疫情在歐洲

及全球依然不穩定。在此情況下，歐盟

有必要繼續管控外部邊境，降低赴歐旅

行引發疫情擴散的風險。

希臘國內生產總值至少20%依賴旅

遊業。希臘全年經

營酒店預計將於6

月1日重新開放，

季節性酒店預計將

在1個月後跟進。

但現在的問題是，

希臘90%旅遊收入

來自國際遊客，邊

境開放程度將是希

臘旅遊業復蘇的關

鍵。

目前希臘政府

正在考慮簽訂國家之間的雙邊協議，以

讓壹些受到新冠疫情影響較小的國家公

民到希臘旅遊，這些國家可能包括塞浦

路斯、以色列、丹麥、挪威、奧地利、

捷克、新加坡和澳大利亞。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曾表示，他希

望有國際標準，或至少是歐洲標準，讓

所有國家在相同的旅行協議下重啟國際

旅遊。譬如只允許新冠病毒檢測陰性者

或已有抗體的人上飛機；旅客抵達希臘

後，衛生部門對其測量體溫，並且確認

其攜帶的健康證明。

另壹方面，鑒於希臘新冠疫情已得

到有效控制，希臘政府預計將會最早在5

月18日，最遲在5月25日取消對希臘國

內的旅行限制，允許民眾在各省市之間

自由往返。希臘國內的航班數量也將會

增加。

德國漢莎航空公司在8日宣布，往

返法蘭克福和雅典的航班將於5月18日

恢復，而慕尼黑往返雅典的航班也將於5

月內復飛。

澳大利亞最長壽河馬在阿德萊德動物園去世

享年54歲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最長壽的河馬

布魯圖斯(Brutus)在阿德萊德動物園被安

樂死，享年54歲。

布魯特斯於1965年出生於悉尼的塔

隆加動物園(Taronga Zoo)，並於1975年

移居阿德萊德動物園(Adelaide Zoo)。它

是阿德萊德動物園最受歡迎的“居民”

之壹，它在這裏住了45年。這只河馬

也是該動物園最大的河馬之壹。

阿德萊德動物園表示，布魯特斯的

年齡遠遠超過河馬的平均壽命，並且沒

有任何其他措施可以改善它的生活質量

。由於它年事已高，並且擔心與年齡有

關的狀況可能會導致他在冬天進壹步不

適，因此獸醫和飼養員決定對他實施安

樂死。

動物園方面表示，“我們知道各地

的人們通常會來動物園向布魯圖斯表達

敬意，但在目前這種保持社會距離的氛

圍下，我們必須想出新的方式，讓人們

在遠處跟它告別”。

動物園方面建議，人們在家裏享用

壹兩個西瓜來慶祝布魯特斯的壹生，因

為西瓜是他最喜歡的食物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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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俞鯤 武漢報道）由

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涉疫大數據與

流行病學調查組下發《關於開展全市新冠病毒

核酸篩查的緊急通知》（下稱《通知》），稱

將在武漢全市範圍內開展全員新冠病毒核酸篩

查“十天大會戰”。12日下午，香港文匯報記

者從武漢多個社區了解到，社區均開始部署對

轄區內的居民進行統一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工

作，檢測工作將從13日起全面啟動。

武漢啟10天全民核酸篩查
市民：東西湖區連2天現6病例 全檢很有必要

漢口中心嘉園小區業主群12日傍晚5時發出消息
指，武漢市推進開展全員核酸篩查工作，小區

所屬的順道社區首批名額200名，小區內有需要的居
民以接龍方式填報姓名、房號、人數，社區網格員會
根據順序依次通知居民們13日下午2點30分統一做核
酸檢測，請居民屆時帶上身份證或戶口簿。小區居民
們積極響應，一小時內就有近300人接龍報名。

《通知》指武漢市各區按10天期限做好本轄區
全員核酸篩查計劃安排，將老舊小區、居住密集小
區和流動人口集中區域作為排查重點，排查範圍應
包括轄區常住居民和流動人口。《通知》要求各區
制定具體實施方案，需明確本轄區人口基數、街道
數量、社區數量等基本情況、組織方式等，時間安
排則需具體至街道、社區的採樣時間，並指實施方
案需於5月12日中午12時前上報。

可篩選出尚未檢測過居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12日傍晚致電礄口區韓家墩街

古四社區，工作人員表示，社區書記已經前往街道
開會，社區具體的核酸檢測安排就會在各小區業主
群內公佈。該工作人員續稱，對此前從未進行過核
酸檢測的轄區居民實行免費檢測，她透露，居民已
經進行過的核酸檢測都會在武漢市的數據庫中查到

記錄，社區可以篩選出尚未進行過核酸檢測的居
民。

漢口春天社區12日晚間發佈通知，自5月13日起
開展轄區內居民的核酸檢測工作，檢測對象為居住在
該社區的常住人口和外來人口，原則上近期因復工復
產複查已做過檢測的人員，可不必再次檢測。據悉，
該社區常住人口約4,500戶，包含四個小區，此後每
天上午8點30至12點、下午15點至19點在所轄小區
的廣場進行檢測。

全民核酸篩查在居民中引發熱議，市民張先生
表示，“十天之內，慢慢排隊吧！做了檢查也放心
些，之後大概就知道武漢市的社區有多少隱患
了。”市民黃女士表示，東西湖區連續2天共確診6
例新冠肺炎病例，大家得到消息後突然又緊張起
來，五一假期時還曾帶着家人外出，現在看來身邊
可能的潛在危險不小，全面的核酸篩查很有必要。

武漢市東西湖區長青街三民小區自5月9日連
續兩天新增6例確診病例，5月11日湖北省委常
委、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主持召開該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指揮部視頻調度會，分析東西湖區疫情
防控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對全市常態化疫情防控
工作進行動員、部署、落實，他指要全面擴大檢
測範圍，集中開展檢測行動。

武漢市統計局的公報顯示，2019年末全市常住
人口1,121.20萬人，此前武漢市衛健委發佈消息，
截至4月29日 24時，武漢市累計開展核酸檢測
103.44萬人次。5月以來，武漢全市核酸檢測人次
峰值為5月8日當日的60,881人次。

時刻繃緊疫情防控弦
另據新華社報道，5月12日，國務院聯防聯控

機制聯絡組赴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武漢市東湖醫
院，實地了解醫院發熱門診設置、預檢分診、院感
控制和醫療秩序恢復情況，督導防控措施落實。

聯絡組強調，當前湖北省、武漢市疫情防控已
由應急性超常規防控向常態化防控轉變，但不可有
鬆一鬆、歇一歇的思想，要時刻繃緊疫情防控這根
弦，落實疫情防控常態化舉措。醫療機構要一手抓
疫情防控防反彈，一手抓醫療秩序恢復，要強化預
檢分診、發熱門診閉環管理，加強醫院感染控制，
守住疫情發現的第一道“哨卡”，確保“四早”要
求落到實處，以一刻不懈怠、一絲不鬆勁的精神狀
態，做到守土有責、守土有方。要充分運用互聯網
手段，通過分時段預約、互聯網診療、藥品配送到
家等方式，多種措施有序恢復正常醫療秩序，滿足
廣大群眾的醫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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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漢，人們仍然盡可能減少不必要的出行。圖為12日上午，協和醫院眼科門診空蕩蕩的等候
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鯤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國是
直通車”公號分析報道，5月9日，
義烏市商務局在微信公眾號上發佈了
《關於出口防疫物資的熱點問題解
答》，裡面提到從5月10日起，全國
範圍將暫停以市場採購貿易方式出口
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試劑、醫用口罩、
醫用防護服、呼吸機、紅外體溫計等
醫用物資和非醫用口罩，在境內外引
發討論。中國商務部12日發佈題目
為《商務部外貿司負責人談暫停以市
場採購貿易方式出口部分防疫物
資》，指境內外企業、個人暫不能以
市場採購貿易方式開展部分防疫物資
報關，但仍可在義烏等市場購買有關
防疫物資，並通過一般貿易等其他方
式報關出口。

所謂“市場採購貿易方式”，
是一種貿易新業態、新模式，指符
合條件的經營者，在經國家商務主
管部門認定的市場集聚區內採購
的、單票報關單商品貨值不超過15
萬美元、並在採購地辦理出口商品
通關手續的貿易方式。

“市場採購貿易”的特點就是
“短平快”，主要針對的是單子
小、貨物雜、品種多的無票出口貿
易，比一般貿易通關更快，也更方
便。但防疫物資對質量的要求非常
高，市場採購貿易這種方式很容易
混進一些不合規產品，影響中國出
口防疫物資的形象和信譽。因此，
暫停以市場採購貿易方式出口防疫
物資，是加強質量監管的需要，也
是對進口國民眾健康負責的體現。

中國商務部外貿司負責人表
示，市場採購貿易方式按規定不能
包含需要徵收出口關稅、實施檢驗
檢疫措施的商品。暫停以這種方式
出口防疫物資，是為了更好地加強
防疫物資出口質量監管，是一種臨
時性措施，不影響通過主流商業渠
道出口。

實際上，最近兩個多月來中國
一直在加強對出口防疫物資的質量
監管。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此前
表示，中方一系列舉動目的就是嚴
把出口質量關，保質保量向國際社
會提供急需的防疫物資，沒有限制
防疫物資出口。中方希望通過這一
系列有針對性的舉措，進一步提升
出口防疫物資質量，讓各國最終用
戶安心、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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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電再傳美國擬禁止聯邦

退休金投資中國股票，特朗普

在白宮記者會上再度針對中

國；此外，內地《環球時報》

報道，就美方在疫情問題上持

續針對中國，有內地貿易顧問

建議應考慮終止中美首階段貿

易協議，並重新商討新協議。

市場擔心中美兩國關係再度緊

張，加上內地PPI創逾四年最

低，港股12日大跌356點，收

報 24,245 點，成交 971 億元

（港元，下同），藍籌股近全

線下跌。

美擬禁聯邦退休金買中資股
恐引爆金融戰 兩國摩擦層面擴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新冠肺
炎疫情全球爆發，令中美摩擦加劇。美國媒
體引述白宮消息指，美國政府要求當地公務
員退休基金，剎停投資中國股票的計劃。在
此之前，於美國上市的大型中概股網易及京
東，先後傳出回港上市。一連串的動作，引
發市場各種猜測，有意見認為，中美繼貿易
戰後，疫情下增加了開打金融戰的風險，美
國或進一步禁止美國投資者投資中國金融產
品，包括股票、債券等，最嚴重甚至禁止部
分中企使用美元作結算。

早在去年中美貿易戰打得熱火朝天時，
當地傳媒已經屢傳美國總統特朗普，正研究
新政策，以求加速與中國脫鈎。當中特朗普
便擬對中概股“動刀”，路透社去年9月曾
報道，指美方考慮將中國企業從美國證券交
易所除牌，堵截美國資金流入中企；又或者
要求交易所收緊中國企業的IPO限制，放慢
審批過程。

回報吸引 人幣資產仍最佳投資
事實上，特朗普前首席幕僚班農過去曾

表示，希望能把中國企業剔出美國資本市
場，可行的方法之一，是馬上停止協助中國
企業到美國上市集資。美國若一旦發動金融
戰，在美上市的中國企業必受劇烈震盪，故
此，中企近期已表現出積極回港上市的步
伐，以減低被中美角力所波及的風險。例如
阿里巴巴早於去年11月，已率先回港上
市，其後，網易、京東亦陸續傳出有意回港
上市。

客觀而言，在美上市的中企回流香港上
市，既可維持在國際市場集資的優勢，亦可
減低被美國打擊的風險，是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有分析認為，中美一旦打起金融戰，
在這場“戰爭”中，各方都難獨善其身，中
企固然少了集資渠道，但美國的資金也少了
個可以分享中國經濟增長成果的機會，環顧
全球，經濟增長及具回報的資產，人民幣資
產仍是最佳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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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中國發動金融戰
可能措施

1 要求美國的交易所收緊中國企業的
IPO限制，放慢審批過程

2 將中國企業從美國證券交易所除
牌，堵截美國資金流入中企

3 禁止美國及其海外的私人投資公
司，對中國任何項目融資

4 禁止美國人持有任何中國的投資產
品，包括股票、債券

5 將部分中國企業剔出美國金融與銀
行體系，變相禁止有關中企使用美
元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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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福斯財經頻道(FOX Business)12日引述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賴恩

（Robert O'Brien）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拉里
．庫德洛（Larry Kudlow）在星期一寫給美國
勞工部長尤金．斯卡利亞（Eugene Scalia）的
信，以及斯卡利亞向聯邦退休儲蓄投資委員會
主席邁克爾．肯尼迪，分享庫德洛及奧布賴恩
的信，指出白宮不希望聯邦僱員退休基金將錢
投資在中國股票上，稱“出於對投資風險和國
家安全的考慮而對計劃中的投資表示嚴重關
切。”

TSP擬投中國股票約涉45億美元
美聯邦政府的養老儲蓄基金－節儉儲蓄計

劃(TSP)原本打算轉移約500億美元的國際投資
資金，以與MSCI所有國家世界指數的投資權重
保持一致。該指數涵蓋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
市場，TSP價值約45億美元的資金將投資中國
股票。

鑑於美方近期的屢次無理指責，內地《環
球時報》透露，內地部分官員感憤怒，有接近
貿易談判的顧問已建議，應考慮終止中美首階
段貿易協議，並重新商討新協議。不過，特朗
普12日回應說，不會與中國就首階段貿易協議
重新談判。

路透社引述分析師表示，美國經濟目前受
疫情重挫，而且越來越接近年底大選，現時承
受不起再次發動貿易戰，但認為中方若終止協
議，是非常敵意的行動，相信只屬終極選項。
事實上，中國正繼續履行協議內容，近期已採
購了2,000億美元的美國產品。

雙邊投資減 摩擦擴至金融業
不過，市場關注中美摩擦不單止在貿易層

面，兩國關係緊張已開始影響雙邊投資，除上
述白宮去信勞工部希望剎停聯邦政府養老儲蓄
基金投資中國股票的決定外，中美關係全國委
員會的統計亦顯示，中國去年在美國的直接投
資額，已降至47億美元，是2009年金融海嘯以

來最少，今年首季的投資額更只有2億美元。

李嘉誠李澤鉅4291萬增持長實
市場擔心中美摩擦會加劇，加上內地4月份

CPI及PPI數據均低於預期，是港股12日下跌的
主因。國指亦跌1.6%報9,832點，藍籌中僅4隻
上升，當中醫藥股有炒作。騰訊季績公佈前有獲
利回吐，全日跌1%報431元。另外，李嘉誠基金
會於5月8日以平均價每股48.5698元，購入長實
共88.35萬股，涉資4,291萬元，令長和系創辦人
李嘉誠持有的長實股權，由 34.68%增至
34.70%；長和主席李澤鉅的權益，則由34.74%增
至 34.77%。不過，長實仍跌 3.3%、長和跌
2.1%。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恒指12日一度跌466點

12日低見 12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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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電再傳美國擬禁止聯邦

退休金投資中國股票，特朗普

在白宮記者會上再度針對中

國；此外，內地《環球時報》

報道，就美方在疫情問題上持

續針對中國，有內地貿易顧問

建議應考慮終止中美首階段貿

易協議，並重新商討新協議。

市場擔心中美兩國關係再度緊

張，加上內地PPI創逾四年最

低，港股12日大跌356點，收

報 24,245 點，成交 971 億元

（港元，下同），藍籌股近全

線下跌。

美擬禁聯邦退休金買中資股
恐引爆金融戰 兩國摩擦層面擴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新冠肺
炎疫情全球爆發，令中美摩擦加劇。美國媒
體引述白宮消息指，美國政府要求當地公務
員退休基金，剎停投資中國股票的計劃。在
此之前，於美國上市的大型中概股網易及京
東，先後傳出回港上市。一連串的動作，引
發市場各種猜測，有意見認為，中美繼貿易
戰後，疫情下增加了開打金融戰的風險，美
國或進一步禁止美國投資者投資中國金融產
品，包括股票、債券等，最嚴重甚至禁止部
分中企使用美元作結算。

早在去年中美貿易戰打得熱火朝天時，
當地傳媒已經屢傳美國總統特朗普，正研究
新政策，以求加速與中國脫鈎。當中特朗普
便擬對中概股“動刀”，路透社去年9月曾
報道，指美方考慮將中國企業從美國證券交
易所除牌，堵截美國資金流入中企；又或者
要求交易所收緊中國企業的IPO限制，放慢
審批過程。

回報吸引 人幣資產仍最佳投資
事實上，特朗普前首席幕僚班農過去曾

表示，希望能把中國企業剔出美國資本市
場，可行的方法之一，是馬上停止協助中國
企業到美國上市集資。美國若一旦發動金融
戰，在美上市的中國企業必受劇烈震盪，故
此，中企近期已表現出積極回港上市的步
伐，以減低被中美角力所波及的風險。例如
阿里巴巴早於去年11月，已率先回港上
市，其後，網易、京東亦陸續傳出有意回港
上市。
客觀而言，在美上市的中企回流香港上

市，既可維持在國際市場集資的優勢，亦可
減低被美國打擊的風險，是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有分析認為，中美一旦打起金融戰，
在這場“戰爭”中，各方都難獨善其身，中
企固然少了集資渠道，但美國的資金也少了
個可以分享中國經濟增長成果的機會，環顧
全球，經濟增長及具回報的資產，人民幣資
產仍是最佳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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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中國發動金融戰
可能措施

1 要求美國的交易所收緊中國企業的
IPO限制，放慢審批過程

2 將中國企業從美國證券交易所除
牌，堵截美國資金流入中企

3 禁止美國及其海外的私人投資公
司，對中國任何項目融資

4 禁止美國人持有任何中國的投資產
品，包括股票、債券

5 將部分中國企業剔出美國金融與銀
行體系，變相禁止有關中企使用美
元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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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福斯財經頻道(FOX Business)12日引述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賴恩

（Robert O'Brien）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拉里
．庫德洛（Larry Kudlow）在星期一寫給美國
勞工部長尤金．斯卡利亞（Eugene Scalia）的
信，以及斯卡利亞向聯邦退休儲蓄投資委員會
主席邁克爾．肯尼迪，分享庫德洛及奧布賴恩
的信，指出白宮不希望聯邦僱員退休基金將錢
投資在中國股票上，稱“出於對投資風險和國
家安全的考慮而對計劃中的投資表示嚴重關
切。”

TSP擬投中國股票約涉45億美元
美聯邦政府的養老儲蓄基金－節儉儲蓄計

劃(TSP)原本打算轉移約500億美元的國際投資
資金，以與MSCI所有國家世界指數的投資權重
保持一致。該指數涵蓋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
市場，TSP價值約45億美元的資金將投資中國
股票。
鑑於美方近期的屢次無理指責，內地《環

球時報》透露，內地部分官員感憤怒，有接近
貿易談判的顧問已建議，應考慮終止中美首階
段貿易協議，並重新商討新協議。不過，特朗
普12日回應說，不會與中國就首階段貿易協議
重新談判。

路透社引述分析師表示，美國經濟目前受
疫情重挫，而且越來越接近年底大選，現時承
受不起再次發動貿易戰，但認為中方若終止協
議，是非常敵意的行動，相信只屬終極選項。
事實上，中國正繼續履行協議內容，近期已採
購了2,000億美元的美國產品。

雙邊投資減 摩擦擴至金融業
不過，市場關注中美摩擦不單止在貿易層

面，兩國關係緊張已開始影響雙邊投資，除上
述白宮去信勞工部希望剎停聯邦政府養老儲蓄
基金投資中國股票的決定外，中美關係全國委
員會的統計亦顯示，中國去年在美國的直接投
資額，已降至47億美元，是2009年金融海嘯以

來最少，今年首季的投資額更只有2億美元。

李嘉誠李澤鉅4291萬增持長實
市場擔心中美摩擦會加劇，加上內地4月份

CPI及PPI數據均低於預期，是港股12日下跌的
主因。國指亦跌1.6%報9,832點，藍籌中僅4隻
上升，當中醫藥股有炒作。騰訊季績公佈前有獲
利回吐，全日跌1%報431元。另外，李嘉誠基金
會於5月8日以平均價每股48.5698元，購入長實
共88.35萬股，涉資4,291萬元，令長和系創辦人
李嘉誠持有的長實股權，由 34.68%增至
34.70%；長和主席李澤鉅的權益，則由34.74%增
至 34.77%。不過，長實仍跌 3.3%、長和跌
2.1%。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恒指12日一度跌466點

12日低見 12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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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臺開通iTalkBB 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打造海外華人美好生活 
美南新聞集團屬下的美南國際電視臺與iTalkBB
通力合作，開通了iTalkBB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為海外華人打造美好生活。iTalkBB中文電視
采用最尖端圖像處理技術，以呈現高清畫質，
讓您體驗完美視聽享受

建議申請iTalkBB機頂盒，因為:
1) iTalk BB有獨家院線新片：iTalkBB中文電視購買了多部2019最新
正版院線大片，讓您在家就可以看到時下最火華語電影，免費點播，高清畫質。
2) 海量影視劇同步更新，隨時點播：與國內同步更新最受歡迎的電視劇、
人氣綜藝和票房大片。點播功能讓您隨時隨地想怎麼看就怎麼看。
3) 高清中/港/臺直播：iTalkBB中文電視提供中/港/臺六十多個熱門頻道實時直播，
讓您和家人觀看內地、香港、臺灣和海外頻道的即時節目。
在iTalkBB中文電視上，新聞、綜藝、訪談、電視劇應用盡有，讓您第壹時間獲得最新資訊。。

您只要每月付 $4.99起，
就可以送機頂盒，在家看最
新最熱中文電視內容。

$4.99

如果您沒有機頂盒，您可以通過STV15.3頻道直
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臺高清電視節目，視頻效果
可能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而影響觀看效果。您
可以用手機下載今日美國app logo， 就可以點
擊進入美南國際電視頻道隨時收看24小時直播
高清電視節目。您也可以通過Youtube直接收到
美南電視臺直接收看高清電視節目。

（中央社）為強化檢警合作緝毒模式，曾
為社區化緝毒模式打創成功經驗的台北地檢署
檢察長周章欽，今天親赴台北市警察局分享其
緝毒經驗，並和第一線主管交流北市毒品問題
，提升偵查能量。

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隊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
，為落實 「檢警一體」 ，強化檢警合作緝毒模
式，市警局局長陳嘉昌今天特別邀請周章欽向
局內全體內外勤主管授課，分享其緝毒經驗。

周章欽曾任高雄地檢署檢察長，市刑大指
出，周章欽任內主動搭建地檢署與警察局合作
的橋梁，提出一分局一檢察官政策，由專責檢
察官與分局長期合作，深入了解分局轄區特性
，對症下藥提出不同查緝策略，查獲多起重大
毒品案件。

此外，周章欽也走入社區、學校及企業，
傳達全民參與毒品防制的重要性，透過檢警民
充分合作，全力查緝藥頭，致力全面斷絕毒品
供應鏈，為社區化緝毒模式寫下成功歷史。

市刑大說，周章欽今天親率2名緝毒組主任

檢察官、5名檢察官與會，除和市警局第一線主
管針對北市毒品問題進行交流外，也深入討論
如何在現行區域聯防架構下，建立更加緊密的
緝毒合作團隊，提升整體偵查能量。

陳嘉昌表示，警方打擊毒品力道維持高強
度，決不手軟。為抑制毒品供給、降低需求，
除追查藥頭外，自民國106年起即針對涉毒營業
場所加強掃蕩，並與主管機關合作稽查，對違
法經營業者祭出停業、勒令歇業及強制拆除等
嚴厲處分，已有3家旅館歇業、3家酒店停止營
業。

市刑大指出，政府於106年、107年先後推
動 「新世代反毒策略」 及 「安居緝毒專案」 ，
由各地檢署與警察局合作查緝毒品藥頭。

同時，市警局也推動科技偵查並建立大數
據資料庫，溯追毒品來源，自107年起，查緝製
造、運輸、販賣及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犯嫌人
數，連2年查獲數分別增加80人及62人，且今
年截至4月止查獲人數較去年同期增加28人。

強化檢警合作緝毒強化檢警合作緝毒 北檢檢察長親授經驗北檢檢察長親授經驗

（中央社）公平會102年間認定9家民營電
廠（IPP業者）聯合拒絕調整與台電公司的購售
電費率，足以影響發電市場，共處分新台幣63
億2000萬元罰鍰。北高行今天判決撤銷原處分
。全案可上訴。

這9家IPP業者包含麥寮汽電股份有限公司
、和平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長生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新桃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嘉惠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森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星能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國光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星元
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經濟部為解決台電缺電限電問題，自民國
84年間起分批開放9家民營電廠（IPP），並與
台電分別簽訂購售電合約，9家IPP所生產電力
僅能售給台電，電力售價也依合約所訂定的購
售電費率計價。雙方於96年9月11日間就合約
中燃料成本按即時反映調整達成協議。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這9家IPP業者從97
年8月到101年10月間有多次聚會，達成彼此
不與台電完成調整購售電費率共識，相互約束
事業活動，聯合拒絕與台電協商，已足以影響
國內發電市場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 「事
業不得為聯合行為」 的禁止規定，分別裁處罰
鍰，合計63.2億元。

9家IPP業者不服，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

北高行指出，原處分界定發電市場錯誤，
導致認定9家IPP業者合意拒絕調整與台電間購
售電費率，足以影響發電市場的供需功能，違
反公平法聯合行為等失據，不能採據。

北高行今天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
認定原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聯合行
為之規定及命原告立即停止該違法行為部分均
撤銷。全案可上訴。

公平會處分9家民營電廠 北高行判撤銷
（中央社）前空軍防空砲兵指揮部上校參

謀長辛澎生被控接受招待出國，替中國發展組
織，一審被依違反國安法判6月。經上訴，高
雄高分院今天以一審定罪關鍵證據無效，改判
無罪，可上訴。

同案被告辛澎生的友人楊昀庭一審被判6
個月徒刑，二審也獲判無罪。辛澎生今天出庭
聽判，步出法庭不願受訪。據了解，辛已在
2008年11月15日退伍。

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合議庭認為，經重
新勘驗一審判決有罪依據，包括檢調的筆錄與
錄音檔發現，辛、楊兩被告被原審定罪的關鍵
筆錄與錄音檔內容竟不一致，出現重大瑕疵屬
無效證據，因此判兩人無罪。

二審審理時，合議庭檢視一審曾經勘驗調

查局、檢察官訊問的錄音檔譯文，辛澎生表明
旅遊各付各的，不承認受招待，也不清楚對方
有中共軍人身分，這部分跟筆錄有出入。另外
，合議庭認為，無法佐證疑中共軍事官員 「趙
明」 的真實身分背景、沒有旅遊相關款項明細
，加上沒有發展組織的補強事證，即便受招待
也不一定等同發展組織，缺乏其他補強事證。

辛澎生被控1998年11月退伍前夕，在友
人安排下多次與友人楊昀庭出國，趁前往中國
等國家旅遊機會，與中共總政治部聯絡部人員
「趙明」 （應為化名）見面，接受對方招待免
費旅遊、食宿及饋贈酒品等，替中方發展組識
。全案起訴後，一審橋頭地方法院依違反國安
法判6月徒刑，得易科罰金。

前空軍防砲參謀長涉共諜案 二審逆轉改判無罪

夏月電價將如期上路夏月電價將如期上路 沈榮津沈榮津：：紓困企業已打折紓困企業已打折
經濟部長沈榮津經濟部長沈榮津1313日在立法院受訪表示日在立法院受訪表示，，夏月電價將在夏月電價將在66月月11日如期上路日如期上路，，受疫情影響導受疫情影響導

致營業額減少致營業額減少1515%%或或5050%%的企業的企業，，台電已有打折處理台電已有打折處理，，不會再處理夏月電價不會再處理夏月電價，，否則等於加碼補否則等於加碼補
貼貼，，會對台電造成財務負擔會對台電造成財務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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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家基地成功入选

此次评审中，包括中关村软件园、大连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上海浦东软件园、中国 （南
京） 软件谷、厦门软件园和成都天府软件园在
内的12个数字服务出口园区，凭借自身良好基
础、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成为首批国家数字
服务出口基地。

目前，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全球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线办
公、在线教育、云签约、5G等新模式新业态正
在蓬勃发展。

“建设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有利于加快
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和数字技术应用，培育对外
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国际竞争新优
势，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高峰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中央网
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各基地所在省市
制定基地建设的实施方案，研究出台具体支持
政策，加快服务出口数字化转型，培育数字服
务出口新主体，积极推动数字服务行业扩大对
外开放，努力将基地打造成我国发展数字贸易
的重要载体和数字服务出口的集聚区。

传统贸易搬到线上

纵观最终入选的名单，12家基地可谓“高
手云集”。以位于北京海淀西二旗的中关村软件
园为例，这里聚集了包括腾讯、联想、百度、
新浪、亚信、滴滴等知名企业在内的700多家高
科技企业，就业人员达9万余人。另一家入选的

中国 （南京） 软件谷，各类软件企业超 2400
家，其中世界 500 强及世界软件百强企业 15
家，中国软件百强、中国电子信息百强及中国
互联网百强企业就有30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
长盘和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贸
易的发展涵盖了数字服务对外开放及数字技术
应用的方方面面，因此，建设国家数字服务出
口基地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打造数字产业高地。

“近几年，数字贸易被广泛提及。应该说，
数字贸易不仅仅是将传统贸易搬到了线上，还
包含了贸易相关的宣传、交易、结算等环节，
是集数据、数字技术、数字产品为一体的整体
转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
地相当于国家级数字产业发展聚集区，在此基础
上侧重于出口方面的转型和赋能。”盘和林说。

值得注意的是，专家同时呼吁，对于数字
服务出口这一新生事物，需要从创新的角度去
制定新的政策，要支持也要监管，要包容也要
审慎，努力做到政策既有监管作用，又不妨碍
新生事物成长。

“筑巢引凤”聚人才

作为国家首次评选的数字服务出口基地，
入选的12家基地又会迎来哪些新的发展机会？

在盘和林看来，首批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
地将会从 3 方面进一步激发基地的发展潜能。

“一是产业发展，12 家基地本就以高新技术企
业为主，此次入选名单意味着未来更多的外部
支持及更大的集聚效应，将推动产业持续快速
发展。二是技术应用，数字产业发展将不再单
一以技术发展为导向，更要注重实际应用，技

术的发展将会更具有针对性。三是人才聚集能
力增强，目前我国数字贸易相关人才缺口较
大，这些基地或可发挥产业集聚形成的人才吸
引作用，帮助实现人才的聚集、培养与提升。”

盘和林表示，在基地建设中，想要扩大数
字服务出口、发展数字贸易，必须要有数字经
济的产业基础作为后盾，这就要求各地在基地
建设中要继续稳扎稳打，保证数字产业发展的
同时，思考新模式和新业态的形成。

“与此同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建设，说到
底还是要进行出口。不同于传统高新区、数字
产业园建设，基地建设要对数字服务出口行业
有所偏向，这里主要指一些针对数字贸易方面
的技术研发和应用。在建设中还要有大格局，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是服务本国的数字服务出口
基地，更是全球性的，因此从一开始就应以高
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做到领先，达到足以制定
产业的游戏规则和标准的地位。”盘和林说。

12家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名单出炉

数字服务出口按下“快进键”
本报记者 孙亚慧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二期内部分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
有序复工复产。图为中关村软件园二期内腾讯北京总部大楼办公区。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银行向智能化迈进

不出门，如何申请贷款？不见面，如何完成
授信？

最近，招商银行南京分行就遇到了类似的问
题。一位公司法人回乡探亲后无法及时返回江
苏，而公司急需开立银行账户。以往，企业开户
需要企业法人亲赴银行网点进行现场面核。如今
有何新招？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基于手机移动平台，运用
人脸识别、音视频采集、大数据等多项技术，上
线不见面审批功能，用5分钟时间就完成了远程
开户意愿核实，成功开立了公司基本账户。

安徽省毫州药都农村商业银行日前研发“金
农企e贷”新产品。客户在线申请，2小时至48
小时内，系统会根据大数据分析完成授信。4月
22日上线试运营以来，“金农企e贷”已完成授
信339户，授信金额3.29亿元。金融科技的助力
让银行很快就满足了客户需求。

为支持疫情防控，多家银行强化手机银行、
网上银行等电子渠道服务，减少客户不必要的出
行，也催生出“非接触银行”服务的理念和需
求。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接受本报采访时

表示，“非接触银行”服务关键在于银行数字化
能力。

近年来，越来越多商业银行设立互联网金融
部、数字金融部等，引入金融科技公司开放合
作，打造数字化银行。以招商银行为例，1999
年，招商银行启动“一网通”，在国内率先推出
网上银行业务。根据招行2019年年报，“招商银
行”和“掌上生活”两大APP月活跃用户已突破
1亿。

如今，许多业务不用跑去网点、柜台，人们
通过银行的手机客户端，动动指尖就能完成转账
汇款、购买理财产品等，正是得益于银行的数字
化转型。董希淼表示，从业务层面看，商业银行
经历了电子化、线上化的阶段，现在正向智能化
迈进。

组织架构“敏捷”转型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曾编制“商业银行数
字化指数”，对2010年至2018年占中国商业银行
总资产90%的141家银行进行了数据分析，结果
表明，中国银行业总体上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
从2010年的14.83%增长至2018年的73.78%。

董希淼表示，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一般是从产

品和服务的数字化开始的，这些方面大众能感知
到也比较关注，但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如果没有
在战略层面制定规划，没有数字化的管理文化，
数字化转型往往会推进缓慢或难以持续。

“数字化转型对敏捷组织要求很高，但银行
传统的总分行体制，相对保守的文化氛围，决策
链条较长，与数字化要求的开放、包容、试错、
快速响应有冲突。这就需要组织和管理层面的数
字化转型。”董希淼说。

在上述“商业银行数字化指数”的分析结果
中，相对落后的是组织转型。这也反映出银行业
数字化转型中普遍遇到的问题。

光大银行数字金融部远程银行中心武汉分中
心的员工喻兰认为，组织架构是现代商业银行高
效运行的基础保障，组织架构设计是否科学合
理，关系到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与服务能力。银行
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往
往是原有的组织架构难以支撑敏捷反应和快速决
策。

数字化要“以人为本”

对于银行而言，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
以更开放的心态来迎接数字化转型，已成为行业

共识。
董希淼从6个层面提出银行加快推进数字化

转型的建议：在战略上，制定转型战略并深入实
施，持续加大投入；在组织上，建设敏捷组织，
培养数字化意识、人才和文化；在业务上，创新
产品研发，打造多元化渠道与风控体系；在技术
上，完善配套机制，促进技术应用与架构转型；
在数据上，加强数据治理，改善数据运营，确保
数据安全；在合作上，践行“开放银行”理念，
深化跨界合作，融入多种场景。

中信银行信息技术管理部副总经理陈蓓表
示，对于传统银行的数字化转型，难度不在于科技
本身，而在于数字化创新的土壤和文化。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虽然很前沿，但拥
有这些技术并不等于银行已经完成数字化转型，
还要有驱动数字化业务生长的土壤和根基，比如
企业的战略和文化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宋科
说，商业银行应该在推进数据治理的基础上，通
过自我赋能或者合作赋能的方式，综合提升银行
数字化程度，打造“无处不在”的开放银行。

微众银行科技创新产品部负责人姚辉亚认
为，不管是数字化转型还是开放银行，其实都要

“以人为本”，从“用户视角”出发。数字化的目
的是以用户为中心，为用户提供更高的价值。

推进数字化转型

线上银行上线有作为
本报记者 叶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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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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蔣的言行活動
11月1日： 「研究定海防務。」 「約見宗

南，研究西南防務及方針。」
11月2日： 「余昔明告當局除上海與廣州

二地可作反擊戰場之外，失此則再無抗共戰場
矣。而廣州防守之主張與決心竟為李（宗仁）
、白（崇禧）私心自用所反對，而薛（岳）、

余（漢謀）等且竟為其所買弄，受其蠱惑而不
知敗亡也。思之痛心。故對顧祝同之愚昧喪失
，亦為之斥責不置也。」

11月7日： 「李、白近以巴東失陷，川黔
桂形勢危急，要求余復職之意漸露而切矣。」

11月11日：（侍從記）： 「重慶閻揆電陳
：“ 以渝東、黔東南軍事雖有部署，尚無把握
。，非鈞座蒞渝，難期抗救，請早蒞渝。” 同
時立法委員七十餘人亦來電請赴渝坐鎮，以救
危局。」

11月13日： 「決心從速飛渝，督導軍務，
以貴州馬場坪已陷於匪，四川黔江、西秀皆為
匪佔領，宋希濂部不戰而潰，此為萬萬不料及
也。…余不能不先飛渝主持殘局。明知其挽救
無望，但必盡我革命職責，求其此心之安而已

。」
11月14日：（侍從

記）： 「自台北飛赴重
慶，嗣轉成都。」 「桂
林撤守。」

11月16日： 「美國在臺灣之外交人員竭力
慫恿臺省民眾反對政府，… 一面公開反對辭修
主臺，… 另一方面對余施用恫嚇，… 無所不用
其極。… 我大陸已為美國要求民主與聯共而崩
潰。今日所餘者臺灣彈丸一片乾淨土，再不能
任其愚昧的要求與幻想之美援而再上其大當
，…。馬歇爾實為滅亡中國之禍首也。」

11月19日： 「今日為宗南只肯調第三軍來
渝而不願調其有力之第一軍，不勝感慨之至。
」

11月20日： 「健生來見，乃知李真已飛港
，此臨危棄職，烏乎可。」 「最後決定派員赴
港，先行訪李之病與挽其回國，待其反饗再定
行動。」

11月25日：（侍從記）： 「貴陽失守。」
11月27日： 「約見伯川、岳軍，商談政府

遷移地點。即政府直遷臺灣而在大陸設大本營
，專為軍事機構，余則在大陸指揮。」 「與少
谷談李及復位事，…如李駐港…而余若又不復
位，…則英國等可藉此…不得不承認中共偽政
府權。除此以外，尚有對內維繫軍民心理，…
因此不能不出而復位，除此以外，為公為私皆
無必要也。」

11月28日： 「白來電轉李函，要求余復位
，其心甚急。」

11月29日： 「昨午對重慶棄守問題研討甚
久，如果撤守太早則匪必可於半月內直達成都
，果爾則陝南胡部本已撤至漢中以南之唯一主
力軍無法轉移於成都以西地區，則今後西南大
陸完全為共匪控制，故決緩撤重慶，乃定沿江
設防也。」 （侍從記）： 「政府已自重慶遷成
都辦公。」

讀樓著〈老蔣在幹啥?〉有感(9)

駐休士頓辦事處捐贈奧克拉荷馬州10萬片防疫口罩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於本

(2020)年5月12日代表台灣捐贈10萬片醫療用口罩給
奧克拉荷馬州，協助支援在第一線對抗 「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COVID-19)」 的醫護人員所需防護裝備。

奧克拉荷馬州州長史蒂特(Kevin Stitt)親自接受，並
致詞感謝蔡英文總統及肯定台灣人民慷慨援助的善舉與
友誼，以及強調珍視奧州與台灣40年來姊妹州情誼。

奧克拉荷馬州州眾議長麥寇爾(Charles McCall)隨
後也會見陳處長，並在州眾議會多數黨領袖艾寇斯
(Jon Echols)及多數黨黨鞭歐唐諾(Terry S. O’Donnell)
陪同下，表達感謝蔡英文總統及讚許台灣人民慷慨捐贈
；期許該州與台灣在緊密友好基礎上，持續強化雙邊經
貿合作等各項努力，同時並祝賀蔡總統將於下週(5月
20日)連任就職，誠摯邀請蔡總統擇期訪問奧州。 奧克
拉荷馬州為美國受COVID-19疫情衝擊的災區之一。中
華民國(台灣)外交部於5月5日宣布第三波額外捐贈美
國228萬片醫療用口罩協助美國聯邦政府及受疫情衝擊
的州，其中包括本次捐贈奧州的10萬片。 在台美防疫
合作架構下，台灣承諾提供美國每週10萬片醫療用口罩。此外
，台灣曾三度宣布額外捐贈口罩給美國疫情受創的州，第一波額
外捐贈的200萬片口罩由外交部於4月1日宣布並已陸續完成交
運，此為台灣首波捐贈全球疫情嚴重國家1,000萬片醫療用口罩
的一部份。第二波額外捐贈的100萬片口罩由外交部於4月9日
宣布並已陸續完成交運給美國受疫情影響較嚴峻的各州。 蔡英
文總統在4月1日宣布台灣對國際的首波捐贈時表示， 「任何國
家無法獨力遏阻疫情蔓延，台灣已經準備好，隨時盡一己之力。

」 面對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肆虐全球，台灣持續提供國際人
道援助的行動，展現 「台灣可以幫助(Taiwan Can Help!)」 的一
貫精神，並呼籲強化國際社會的防疫合作。 台灣因應COV-
ID-19疫情，相關部署和經驗已經獲得國際社會普遍的肯定，並
且積極強化與各國合作克服挑戰。 台灣與美國於3月18日發表
「台美防疫夥伴關係聯合聲明」 ，蔡英文總統即推文表示， 「台
美雙方將在此夥伴關係下進一步擴大合作，共同研發檢驗、治療
、疫苗及更多有效抗疫措施，我們的國家不僅是繁榮中的夥伴，
我們也是逆境中的夥伴以及正直的夥伴。」 陳家彥處長表示，

在抗疫的過程中，台灣與盟友並肩作戰，並持續捐贈醫療用口罩
給全球有需要的國家；這是 「台灣能幫助(Taiwan Can Help) 」
致力於全球衛生的努力，也是 「台灣正在幫助(Taiwan Is Help-
ing)」 的具體行動。 陳家彥處長呼籲，世界衛生組織應該邀請台
灣參與對抗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所有會議及機制，並恢復邀請
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出席世界衛生大會，以保障台灣及全球人民的
健康福祉。」 疾病沒有國界，台灣處於全球防疫的第一線，並
且樹立典範，台灣的防疫工作向國際社會證明了，世界需要台灣
，台灣不會缺席。

奧克拉荷馬州州長史蒂特奧克拉荷馬州州長史蒂特(Kevin_Stitt,_(Kevin_Stitt,_右右))親自接受陳家彥處長代表親自接受陳家彥處長代表
台灣捐贈台灣捐贈1010萬片醫療用口罩萬片醫療用口罩

奧克拉荷馬州州眾議長麥寇爾奧克拉荷馬州州眾議長麥寇爾(Charles_McCall,_(Charles_McCall,_右右22))、、州眾議會多州眾議會多
數黨領袖艾寇斯數黨領袖艾寇斯(Jon_Echols,_(Jon_Echols,_左左11))及多數黨黨鞭歐唐諾及多數黨黨鞭歐唐諾(Terry_S._O(Terry_S._O
'Donnell,_'Donnell,_右右11))感謝台灣捐贈口罩並與陳處長合影感謝台灣捐贈口罩並與陳處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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