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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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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TeL:713-777-8838 
9888 Bellaire Blvd #138 Houston, TX 77036

煲來飽去位於黃金廣場燕窩城隔壁

精緻的小菜

Happy Hour 週一到週四２：３０～５:３０　凡來店內消費一個主餐便送一杯飲品
招聘：長工，企台。

（綜合報導）據知情人士稱，為了回應
川普政府對全球電子產品供應鏈安全以及與
中國競爭性緊張關係的日益擔憂，台灣積體
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TSMC)已同意在美國
建造一個先進的芯片工廠。台積電錶示，該
項目得到了美國聯邦政府和亞利桑那州的支
持。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週四早些時候報導了該項目的消息。目前，
由於越來越擔心美國在生產微電子和其他關

鍵技術相關產品方面嚴重依賴台灣、中國和
韓國，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已尋求在
美國大規模興建新的芯片工廠。

據知情人士透露，台積電是周二在台灣
召開的一次董事會會議上做出實施該項目的
決定的，這些人士還稱，美國國務院和商務
部都參與了相關計劃。台積電在一份聲明中
稱，新工廠的建設將從明年開始，目標是在
2024年投產。

業內高管表示，新冠病毒引發了亞洲的
供應鏈震盪，加上與中國政府的緊張關係日
益加劇，增加了政府採取行動的壓力。
但是，建廠資金一直是一個主要障礙。先進
的半導體工廠加工和切割矽片以製造芯片，
現在的啟動和運行費用通常超過 100 億美元
。

（（路透社路透社））

回應川普回應川普 台積電將在美國開設芯片工廠台積電將在美國開設芯片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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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開幕
蔬菜 | 肉 | 海鮮 | 雜貨

- 各部門經理（待遇從優）
- 各部門人員（蔬菜部，肉部，海鮮部，雜貨部）
- 收銀員

店誠徵KATY

聯絡方式
電話:832-680-2888
1525 S Mason Rd, Katy, TX 77450

OPEN
NOW

蔬菜 | 肉 | 海鮮 | 雜貨
8800 Richmond Ave. Houston, TX 77063

SCAN WITH YOUR
PHONE’S CAMERA
TO SUBSCRIBE AND RECEIVE
THIS MONTH’S SPECIAL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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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通律師
專精: 各類移民申請、聯邦及州法院各類

民事糾紛、遞解辯護、勞工權益保障   

Tong Jin, Attorney at Law
電話: 832-917-8232

地址：5177 Richmond Ave., Suite 770, Houston, TX 77056 
Email: tongjinattorney@gmail.com

Wechat
您的成功就是我
最大的承諾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由民主党主导有史以来最大之三千万亿
新冠疫情救助案，今天在众议院进行讨论并
会举行投票，预料此案会遇到参院共和党之
反对，不会立即通过。但是，就目前我们遭
遇到之困境，经过两党之协商，预计六月初
川普总统还是会同意发放这笔巨款。

在三千万亿之提案中，有一千万亿是要
支持地方及州政府已经面临财政崩溃之窘境
，三千万失业大军代表无数家庭之艰难家计

，在前线奋战的医疗人员
，失去生计之无数小商业
，全国都在哀号之中，美
利坚共和国何以在短短三
个月内如此沉沦。

大家必须记住，这些
国会建议的拨款，都是我
们纳税人的钱，是我们大
家每日辛苦向政府缴纳的
税款，绝对不是华府高官
们的私人帐户，我们选出
的议员及政府高官只是在
执行人民付托之政务，必
须受到我们的严密监督。

在首都华府正在流行
一句话“国会诸公从来没

有如此之高效率来通过这些天文数字之预算
案”， 因为他们后院已经失火，如果不再拯
救处于水深火热之选民，他们的官位也不再
保。

今天我们在美国的华亚裔美国人，是我
们觉醒的时刻了，我们建议各社区积极组成
政治行动委员会，以选票及钞票来积极监督
政府之各项预算，选贤以能，真正做到当家
做主的角色。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55//1515//20202020

In the U.S. House, Democrats sponsored a
$3 trillion dollar coronavirus bill and will bring
it to Congress for a vote. Even if it passes
through Congress, the Senate will not agree
on it. But sooner or later, the bill will pass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sign it.

Our country right now is facing the most
unprecedented economic downturn in
modern history. More than thirty million
people are out of a job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climbed to almost
twenty percent. Loc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are almost out of funds. Just within a short
three months, our great nation has turned
upside down.

We all know that this three trillion
dollars is our taxpayers’ money.
This money was paid by all
taxpayers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 elected officials to
just carry out their duty to run the
government.

In Washington, such “efficiency”
had never been seen before in the
passing of the coronavirus
emergency bill because politicians

know the voters are suffering right in their
own backyards. If they can’t come to the
rescue in a short time, these politicians may
not get re-elected.

Today, for us as minority Asian-Americans, it
is time like never before that we need to unite
as a political action group, to speak up and
use our votes and money and get a fair
share of interest in this time of national
disaster.

The time has come when we need to choose
our candidates very wisely because they are
the ones who control our future.

How Do We SpendHow Do We Spend
$$33 Trillion Dollars?Trillion Dollars?

我們怎麼來分這塊大餅我們怎麼來分這塊大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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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泰國武漢肺炎疫情趨於緩和，第二波解禁將在
17日上路，各大百貨公司可恢復營業，但營業時間較之前縮短。
泰國政府並推出一款手機應用程式（App），以便有效防止疫情
擴大。

為了避免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武漢肺炎）疫
情延燒，泰國3月26日起進入緊急狀態到5月31日，從3月中旬
開始，娛樂場所、酒吧、各級學校、運動場館、百貨商場、美容
沙龍和遊樂場全部暫時關閉到4月底，餐廳禁止內用只能外帶。

不過疫情從4月下旬開始趨緩，泰國5月3日第一波解禁，6
大類場所包括市集、非百貨公司內的餐廳和咖啡廳、路邊攤、公

園、美髮沙龍等可重新開放或讓顧客內用。
泰國這兩週疫情更加緩和，每天新增確診數都在個位數，5

月13日更出現3月9日以來第一次單日新增零確診，泰國政府在
第一波解禁後相隔14天也就是5月17日進行第二波解禁。

將開放的場所包括辦公大樓內賣食物的店鋪和餐廳、公共圖
書館、百貨公司、戶外運動場但禁止觀眾入場、博物館、美術館
等，百貨公司的營業時間限制在每天上午10時到晚上8時。健身
房和游泳池有限度開放，電影院、遊樂場、拳擊場、按摩店等依
然禁止營業。

此外，從4月3日開始每天晚上10時到翌日凌晨4時的宵禁

時間則稍微縮短，從5月17日開始改為每天晚上11時到翌日凌
晨4時。

為了更有效控制疫情，泰國政府今天推出一款叫做泰國勝利
（Thai Chana）的手機應用程式，商家甚至路邊攤販都可以上網
申請專屬QR Code，顧客進入和離開商家前可以掃描QR Code
。

舉例來說，如果有人確診武漢肺炎，曾和這個確診個案在一
個小時內進入同一個地點的人就會收到通知，政府會要求進行武
漢肺炎檢測。民眾也可以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告訴政府店家是否遵
守防疫相關規定。

泰第二波解禁百貨公司入列 政府推App管控疫情

印度4架飆風戰機7月服役 有效制衡中巴軍事威脅

（綜合報導）埃及政府在首都開羅西南20公里外的
吉薩（Giza）打造一條名為 「特雷耶．艾爾-柔莫」
（Teraet Al-Zomor）的高速公路，預計完工後將會替人
民帶來更方便的生活。但因為這條高速公路橫跨市區，
和兩旁的民宅相隔不到50公分，且建設將導致5樓以下
陽光難以照進住家，引得民眾怨聲四起。對此，政府回
應，高速公路是非常便民的建設，且受影響的建築幾乎
都是違建。

根據《阿拉伯新聞》報導，埃及正在打造的這條名
為 「特雷耶．艾爾-柔莫」的高速公路總長12公里，寬
65.5公尺，將花費約3.17億美元（相當於台幣94.69億元
），預計在今年完工。只是埃及官方和建商一直接到民
眾投訴，高速公路距離住家太近，住戶不但毫無隱私可
言，同時過近的距離對住家來說也有相對的危險性存在
，再加上5樓以下完全照不到陽光，居民就像住在地下

世界一般。
對此，埃及中央建設局局長納薩爾（Mahmoud Nas-

sar）坦言，雖然高速公路距離民宅只有50公分的距離，
但是完工後會替人民帶來更大的便利性，且建造過程完
全符合標準法規。另外，從埃及住房部收到的消息指出
，被遮擋的4棟大樓其實本來就是違章建築。

納薩爾也表示，土地調查當局和省政府已經組成調
查小組，將對高速公路周圍建築進行調查，一旦確定是
違建就會進行拆除；此外，當局會準備 2.5 億元埃及幣
（約台幣4.7億元），作為對非違章建築居民的補償；而
住家違反建築法規的居民們，需無條件搬離。然而，這
樣的作法並未取得該地區居民的諒解，其中一棟建築物
的所有人對政府的處理方式感到十分憤怒的表示，這些
所謂的 「違章建築」早在2008年就已取得合法證明，怒
批政府根本是騙子。

高速公路距民宅僅 「50公分」
1到4樓猶如在地底生活

（綜合報導）巴基斯坦與中國最
近在與印度接壤邊境進行軍事活動，
區域局勢陷入緊張，但印度軍方消息
來源透露，購自法國的首批4架飆風
戰機將在7月底編入空軍服役，形成
有效威懾力量。

在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
ID-19，武漢肺炎）爆發後，各國都
把專注力放在對抗疫情傳播上，但中
國軍艦和軍機持續擴大行動，最近也
與巴基斯坦不約而同，在與印度接壤
的邊境上強化軍事活動，來自巴基斯

坦的恐怖分子更進入印度發動攻擊。
面對中國和巴基斯坦在印度邊境

進行軍事和恐怖活動對印度施加壓力
，國際亞洲新聞社（ANI）今天引述
沒有具名的印度軍方消息透露，印度
首批購自法國的4架飆風（Rafale）戰
機，將在7月底進入哈雅納省（Hary-
ana）安巴拉市（Ambala）空軍基地服
役。

印 度 國 防 部 長 辛 赫 （Rajnath
Singh）去年10月8日在法國出席印度
空軍接收首架飆風戰機儀式，原訂首

批 4 架飆風戰機於 5 月底交付印度，
但因武漢肺炎疫情爆發而延後，預計
7月底編入印度空軍服役。

不過，由於疫情導致印度全國封
鎖，法國也才剛剛解除封鎖，因此首
批4架飆風戰機抵達印度的時間尚未
最後確定。

消息來源說，首批4架飆風戰機
為 1 架單座戰機和 3 架雙座教練機，
預定7月抵達印度後進入安巴拉空軍
基地服役，且為感謝印度前空軍總司
令巴達里亞（RKS Bhadauria）在印度

與法國達成採購36架飆風戰機協議中
扮演重要角色，這4架飆風戰機將以
RB作為系列編號。

首架飆風戰機將由印度空軍金箭
（Golden Arrows）中隊指揮官和法國
飛行員一起駕駛，從法國起飛，中途
由法國空中加油機進行空中加油，接
著短暫停留中東，從中東起飛後一段
時間，再由印度IL-78空中加油機進
行空中加油後飛抵印度。

同時，印度首批空軍飛行員已在
法國完成飆風戰機飛行訓練，第二批
空軍飛行員也將在兩國疫情放寬管制
後赴法國受訓。

面對中國已在中印邊境部署殲

10C、殲-11 等新型戰機，而巴基斯
坦也在中國協助下換裝中巴合作的雷
電戰機（JF-17，中國稱梟龍戰機）
，印度空軍急需淘汰老舊戰機，而飆
風戰機就是印度空軍用來對抗中、巴
的新式戰機。

印度和法國2016年9月簽署價值
78.7億歐元（約新台幣2546億元）的
合約，採購36架飆風戰機；這些戰機
還根據印度特定需求量身訂製，包括
配用以色列頭盔顯示器、雷達警告接
收機、低頻干擾器、10小時飛行數據
記錄系統，及紅外線搜尋追蹤系統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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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藝術節及景區重啟時間敲定
將逐步開放旅遊市場

綜合報導 希臘衛生部宣布，希臘新增13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確

診2691例，累計死亡150例。目前，希臘正在放松限制措施的路上穩步

前進，博物館、考古遺址等重啟時間表已經敲定。

據報道，希臘文化部長門多尼7日宣布，從18日開始逐步開放希臘

文化考古遺址，遊客很快將可以親臨雅典衛城、德爾菲、古奧林匹亞和

其它考古遺址參觀。

門多尼在電話會議上表示，希臘文化部的目標是要保持文化活力，

“我們不想看見因為疫情而沒有文化氛圍。”

根據希臘文化單位的重啟時間表顯示：雅典衛城、古奧林匹亞以

及其它考古遺址在5月18日重開，遊客之間應保持1.5米的安全距離

，並且建議參觀者佩戴口罩；電影拍攝和演出排練從5月18日起允許

開展；希臘露天電影院將從6月1日起重新營業，但前提是必須保持

安全的社交距離，因此約40%的空間將不能使用。

此外，希臘博物館從6月15日起重新對外開放。為策安全，所有博

物館每小時的參觀人數將受限制。參觀者與空調之間的距離為2米，空

氣必須保持開放和流通，並且建議觀眾佩戴口罩。

此前，為了遏制新冠疫情擴散，希臘境內所有考古遺址和博物館從

3月13日以來壹直處於關閉狀態。

米蘭議會通過臨時立法
餐飲業可免費申請戶外用地

綜合報導 米蘭市議會日前通過壹項臨時立法，該法案規定，在不

影響交通的情況下，米蘭市酒吧和餐館可免費申請使用經營場所以外的

公共用地，來擴大戶外經營面積。米蘭市政府相關部門從5月11日開始

受理申請，並在15天內完成審批手續。

據報道，米蘭市負責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議員皮爾弗蘭切斯

科· 馬蘭(Pierfrancesco Maran)表示，該項臨時立法壹方面可以支持

處於困難的餐飲企業；另壹方面可以提高民眾就餐公共空間的

質量。

米蘭市議會商業委員議員克裏斯蒂娜· 塔吉尼(Christina Tajini)說，

為酒吧和餐館免費提供公共用地措施，說明政府正在積極努力解決

經濟困難。縮短商家申請的審批時間，可以讓商家最大限度減少疫

情帶來的損失，加速恢復餐飲業的經營活動。

塔吉尼表示，政府授權酒吧和餐館使用的公共場地，經營者可

以在店外部搭建臨時經營場所、擺放餐桌等，而且在政府規定的時

間內，商家無須繳納稅款和支付場地費用，其目的在於彌補餐飲業

的經營損失和重振米蘭餐飲業。

塔吉尼指出，酒吧和餐館占用的公共用地必須得到政府授權，

所使用的公共用地主要為“綠色地帶”，占用人行道必須保證車輛

和行人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正常通過，戶外搭建的臨時設施、擺放

桌椅的數量等均需獲得政府批準。

普京：12日起全俄結束休假
抗疫鬥爭仍未結束

綜合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

從12日起全俄結束帶薪休假，各地要在

條件允許情況下為恢復經濟活動創造條

件。

普京當天與相關官員就疫情防控措

施和支持經濟等問題舉行視頻會議並向

民眾發表電視講話。普京說，如果可能

的話，從事基本經濟活動的企業應在12

日恢復工作。對於尚未恢復工作的企業

應發放員工的工資。

普京強調，抗擊疫情的鬥爭尚未結

束，疫情的危險性仍然存在。針對疫情

的限制措施將不會很快取消，而是要在

嚴格遵守防疫措施的情況下逐步取消。

俄各地行政長官和衛生部門負責人要監

督相關措施。他說，各地情況不同，各

行政長官不能采取相同行動來解除限制

措施。

普京表示，俄將從6月1日起啟動壹

項面向所有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和非政府

組織的特別貸款計劃，預計將為700萬

人提供就業機會。俄還

將取消受疫情影響企業

第二季度的部分稅款和

保費，向小、微企業提

供小額貸款等。此外，

普京提議向所有沒有雇

員的企業主返還 2019 年

繳納的稅款。

普京提議政府發放的

家庭育兒津貼從3375盧布

提高至6751盧布並同時擴

大津貼覆蓋範圍。此外，政府將向有3

歲至 16歲孩子的家庭給予壹次性補助

10000盧布。

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當天表示，莫

斯科將從12日起恢復最大的兩個行業

——工業和建築業的上班制度。他強調

，不用擔心已確診感染者的數量，相反

檢測出的人越多，越能提早為他們提供

幫助。

普京曾經於3月25日發表講話，宣

布3月28日至4月5日全俄帶薪休假，以

防止新冠病毒在俄境內大規模傳播。此

後，普京兩次發布講話，將全俄帶薪休

假時間延長至5月11日。

據俄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指揮部 11

日消息，過去 24小時俄新增新冠病毒

確診病例 11656 例，累計感染者超過

22.1 萬人。世界衛生組織駐俄代表武

伊諾維奇當天表示，俄疫情已經進入

高峰穩定期。

約翰遜宣布禁令松綁方案
工黨批沒有給出清晰方向

綜合報導 英國首相約翰

遜日前公布禁令松綁方案，

計劃在首階段，允許英格蘭

地區居民進行戶外活動，並

陸續復工。不過新方案招致

多方批評。工黨領袖斯塔默

(Keir Starmer)11 日稱，約翰

遜未能就如何度過危機，向

公眾給出“清晰方向”。

當地時間10日，約翰遜

發表全國電視演說，表示將

於11日起分階段及有條件解

封，首階段容許英格蘭地區

居民自由離家做運動，亦可

與家人前往海灘、公園、打

網球或高爾夫球；建造業和

工廠工人等無法在家工作的

人士，可考慮重返崗位。

消息指出，當局亦會建

議國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

，佩戴口罩或遮蓋口鼻。

第二階段最早由6月1日

開始，小學生將復課，亦會

開放更多商店；第三階段最

快7月初開始，將重開部分

酒店及公共設施，但會要求

國民繼續保持社交距離。約

翰遜沒為這兩階段的措施提

出具體細節或條件。

工黨領袖斯塔默11日批

評稱，約翰遜未能就如何度

過新冠疫情危機，向公眾給

出“清晰方向”。斯塔默此

前壹直支持政府處理危機的

方式，但近日加大了批評力

度。工黨認為，政府對下壹

步給出了模糊不清的信息。

此外，蘇格蘭、北愛爾

蘭和威爾士的官員均也認為

，約翰遜的新指引以及只呼

籲民眾“保持警惕”，含糊

不清。

蘇格蘭首席大臣妮古拉·

斯特金強調，蘇格蘭將繼續

實行居家隔離。不過從11日

起，蘇格蘭民眾外出運鍛煉

的次數將不受限制。她強調

，民眾依舊必須待在住所附

近，而且不可外出野餐、享

受日光浴或在戶外烤肉。

威爾士首席大臣馬克· 德

雷克福特則表示，該地區的

居家隔離政策不變。他指出，

現在談放寬更多禁令還太早

，相關禁令將延長至28日。

他說，威爾士地區將禁止民

眾前往海邊或山上遊玩。

《泰晤士報》民調顯示

，大部分49歲或以下英國人

反對新措施。

據英國衛生與社會保障

部消息，截至當地時間11日

上午9點，英國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單日新增3877例，累

計223060例。截至當地時間

10日下午5點，死亡病例單

日新增 210 例，累計死亡

32065例。

英國壹古典音樂廳將恢復現場演奏
向全球觀眾線上直播

綜合報導 隨著英國緩解

封鎖措施，英國壹家著名的

古典音樂廳宣布將舉辦多場

現場音樂會，屆時將有包括

著名鋼琴家內田光子在內的

名家登臺演出。

從6月1日起，位於倫敦

市中心的威格莫爾音樂廳

(Wigmore Hall)將通過英國廣

播公司向全世界直播20場音

樂會，每場音樂

會不超過1小時。

但威格莫爾

音樂廳強調，嚴

格的社交疏離措

施將繼續存在。

自3月底英國實

施封鎖以來，該

音樂廳將首次部

分重新開放。

壹些世界頂

尖的音樂家將在沒有觀眾的

情況下進行獨奏或二重奏，

現場最多只有四名工作人員

，其中包括壹名錄音師。

英國政府11日發布的指

導方針指出，從 6月開始，

“文化和體育賽事將進行閉

門轉播”。但按照規定，這

些活動只能在沒有“大規模

社會接觸”風險的情況下進

行。

威格莫爾音樂廳總監約

翰· 吉爾胡利表示，音樂會將

“在最嚴格的條件下”舉行。他

在壹份聲明中補充道：“工

作人員、樂手的健康和安全

將壹直是威格莫爾音樂廳最

關心的問題。”

由於新冠病毒疫情的暴

發，英國各地的音樂廳、劇

院、博物館和美術館都被下令

關閉，年度慶典也被取消。

上個月，英國創意產業聯

合會的代表機構發布聲明稱，

無法獲得政府救助計劃的表演

者，以及因收入不足而面臨風

險的演出場所，需要更多的支

持。報告援引的壹項研究顯示

，七分之壹的機構擁有可維持

到4月底的資金儲備，只有壹

半的機構有可維持到6月以後

的資金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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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陸因新冠肺炎疫情齟齬加
深，總統川普更指責北京防疫失職，必須為此
負責，而14日在接受《福斯商業台》專訪時表
示，他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關係很好，
「但我現在不想理他」；至於要如何對付大陸

，川普表示 「美國有很多事可以做，我們可以
切斷整個對陸關係」，還可以省下5千億美元
。

川普近期一再指控北京隱瞞疫情資訊才導
致全球大流行不可收拾，並揚言要大陸為此付
出經濟補償。在此次專訪中，被問到最近是否
有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通話，川普答
「我跟他關係很好，但我現在不想跟他談」。

主持人追問對於有人提議要減少對陸生簽
證，川普答 「我們有很多事可以做，包括切斷
整個與大陸關係」，被問到一旦切斷與陸關係

會發生什麼事，川普答 「你會省下5千億美元
」。這也是川普首次提到 「不惜切斷美陸關係
」，為近期對陸言論最嚴厲的一次。

《南華早報》也指出，至於病毒起源，川
普仍未完全放棄對 「病毒可能從陸實驗室流出
」的指控，稱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有做這決定
，但病毒確實失控了，我認為可能是病毒失控
...我們有很多資訊，都不是好消息。不論病毒

是從實驗室或者蝙蝠上來的，它們都是從大陸
來的，大陸應該阻止病毒」。

而川普政府早已透過其他手段對陸表達不
滿，就在11日，川普政府決定要讓美國聯邦退
休基金徹底與陸企切斷關係，退休基金管理人
因此凍結對陸企股票的投資計畫。

（綜合報導）面對病毒已竄入白宮內，美國總統川普不得
不下令白宮所有工作人員必須戴上口罩，但唯獨自己在公開活
動前，從來沒帶過。對此，美媒《紐約時報》社評指出，面對
病毒逼近，口罩終於在白宮獲得了尊重，這對長期鮮明反口罩
的川普是一種痛苦的讓步；雖然不戴口罩從健康角度來看非常
荒謬，但與川普扭曲的大男人主義邏輯完全相符：戴上口罩是
弱者、魯蛇的表現。

社評指出，在川普隨扈以及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的
新聞秘書接連傳確診，加上如素有 「美版陳時中」的首席防疫
專家佛奇（Anthony Fauci）等白宮防疫小組三名主要成員開始
自主隔離，不僅川普此後天天進行檢測，也讓他下令全白宮工
作人員都必須戴上口罩，扭轉先前對 「戴口罩」建議當耳邊風

的作法。不過這些規定，對於川普與彭斯而言，都不必受限制
。

《紐時》回顧川普4月曾宣布美國疾管中心（CDC）關於
戴口罩的建議時，表明他不會聽取CDC的建議，稱 「當會晤
總統、總理、獨裁者、國王、王后時，我無法想像我會戴口罩
，我不覺得會那樣」，如今白宮全員戴口罩，這對長期排斥如
此的川普而言，無疑是一次痛苦的讓步。

《紐時》進一步分析指出，川普的助手曾表示，川普抵制
口罩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不想讓自己看上去顯得荒謬， 「雖然
這聽起來才荒謬，但與川普式大男子主義的扭曲邏輯相稱：口
罩是給弱者，也就是 『魯蛇』準備的，而他是完全的強者」。

而川普的粉絲們更樂意宣傳這一點，如 「聯邦黨人」

（The Federalist）宣稱 「在美國需要強大領導才能的時候投射
出美國的強健」，而戴上口罩的川普，正會向大陸傳達 「無能
為力」的訊號， 「連總統都要躲在口罩後」。而美國有線電視
新聞網（CNN）也指出，川普的總統形象是透過媒體鏡頭形塑
出的， 「他非常、非常關注他是如何被呈現在鏡頭前，而觀眾
又是如何認知他；他希望自己的公眾形象可以是堅強無所畏懼
的領袖」。

《紐時》稱，川普越來越迫切希望表現出強有力的領導，
是因為他根本未能提供這樣的領導。為了分散人們對如此嚴峻
現實的注意力，川普將全力以赴地吆喝，最大程度地降低公共
健康風險並宣布勝利，但實際上 「美國仍差遠了」。

死都不戴！紐時分析川普：認定戴口罩是魯蛇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在調查一樁據稱與
冠狀病毒疫情有關的股票內線交易案時，扣押共和黨籍聯邦參
議員兼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柏爾的手機，他今天辭去委員會
主席一職。

柏爾（Richard Burr）說，他已通知參議院多數黨共和黨領
袖麥康奈（Mitch McConnell），在調查期間，他會暫辭情報委
員會主席職位。

柏爾在聲明中表示： 「情報委員會及成員們的工作太過重
要，不容任何閃失。我相信這一步是讓委員會不受外部干擾、
繼續重要工作的必要之舉。」

聯邦調查局正調查柏爾是否利用自己取得高度機密情報的
管道，於2月賣出股票，當時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尚未席捲美國，一般美國人得到的資訊也僅是病毒威脅性不
大。

根據洛杉磯時報（The Los Angeles Times），聯邦調查員
先是取得柏爾的iCloud帳號個人檔案之後，昨晚出示授權令，
到柏爾於華盛頓特區的家裡沒收了他的手機。

代表北卡羅來納州選區的柏爾向來頗受敬重，在數篇報導
指他2月賣出名下多數股票並提醒慈善人士疫情即將來臨後，
大眾對此案都相當關注。2月那段時間，同屬共和黨的總統川
普對外還在淡化疫情風險。

柏爾幾乎每天都會收到美國情報圈有關國家所受威脅的簡
報，他在2月7日投書福斯新聞（Fox News）網站，提到美國
政府面對新型冠狀病毒 「比以往都更妥善準備」，向民眾保證
他們會獲得很好的保護。

但2月13日，柏爾夫婦突然出售價值在62萬8000美元到
170萬美元間的股票，紐約非營利媒體集團ProPublica引用金融
檔案，於3月揭露了此事。

ProPublica還指出，同一天，柏爾的連襟賣出價值多達28
萬美元股分。在那之後，股市就隨著疫情橫掃全球而暴跌。

目前，2019冠狀病毒疾病在美國造成約140萬人感染、超
過8萬5000人死亡，是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柏爾獲得的很多情報與白宮相同，他對疫情威脅的個人看
法與政府對外立場明顯不同。

柏爾出售股票兩週後，川普對大眾信誓旦旦說，美國當時
通報的15起確診病例已經是疫情高峰了。然而同日，柏爾在與
富裕慈善人士私下聚會時示警，這次疫情威脅與奪走數千萬人
命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相當。

柏爾賣股案引發眾怒，因為數以百萬計的投資人只能眼睜
睜看著自己的股票因防疫封鎖措施重創全球經濟而暴跌。

美參議員涉嫌利用疫情情報賣股 辭要職接受調查

不惜斷關係不惜斷關係！！川普川普：：對付北京有很多選項對付北京有很多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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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N號房”創始人首次露面承認嫌疑
向受害者道歉

綜合報導 韓國“N號房”的運營者也

是創始人文某(昵稱：godgod)被警方拘捕後

首次露面，前往法院接受拘捕令實質審查。

他承認自己的嫌疑並向受害者道歉。

當地時間12日上午，他戴著帽子和

口罩，穿著運動服從安東警察署出來，

乘坐警車前往大邱地方法院。無論是出

發時還是到達法院時，面對“是godgod

嗎”的提問，他沒有作答。

拘捕令實質審查約進行了30分鐘後

結束。審查結束後，面對“是否承認嫌

疑”的提問，文某回答“承認”。而對

於“有沒有話要對受害者說”的提問，

他兩次說“對不起”。

韓國警方計劃，壹旦簽發拘捕令就

舉行公開身份委員會，商討是否公開文

某的個人資料。

據報道，文某涉嫌制作包含未成年人的女

性性剝削視頻，並上傳至Telegram聊天室。

韓國慶北地方警察廳從去年7月開始

對其進行追蹤。今年5月9日，慶北地方

警察廳傳喚文某進行了約10個小時的調

查，在調查過程中獲取了文某的自白，

以違反兒童青少年性保護法的嫌疑對其

進行緊急逮捕。

據此前報道，韓媒不久前曝光系列

網絡性犯罪事件，統稱“N號房”案。有

人在即時通訊軟件Telegram上開設的加密

聊天室內，上傳分享非法拍攝的性剝削

視頻和照片，只有付費成為會員才能觀

看。該平臺可設置私密聊天、閱後定時

刪除信息等，支持虛擬貨幣交易。

“N號房”由多人運營，其中最引發

關註的是昵稱為“博士”，實名為趙主

彬的人。他從去年起，在“博士房”上

傳大量涉嫌性犯罪照片，並勒索受害人

。趙主彬於3月25日被移送檢方審查起

訴。韓國檢方4月13日以涉嫌14項罪名

為由，對趙主彬進行拘留起訴。同時，

對其共犯姜某和李某也進行了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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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新加坡衛生部新增486例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並新增1例死亡病例。另外，由

於發現先前的檢驗結果有誤，衛生部扣除35起

確診病例，經修正後，該國累計確診人數為

23787人。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根據新加坡衛生

部統計數據，新增486起確診病例中，481人是

住在外籍勞工宿舍中的客工，僅2人是新加坡

公民及永久居民。

新加坡衛生部指出，新增的1例死亡病例

為68歲的新加坡男子，他於4月5日確診，有

高血壓及高脂血癥病史。新加坡目前累計死亡

病例達21例。

由於爆發外籍勞工宿舍大規模群聚感染，

新加坡自4月初以來，確診人數連日激增。不

過，5月11日新增的確診人數是過去壹周以來

單日新增最低的數字。

新加坡衛生部對此說明，部分原因是壹間

實驗室正在重新校準其中壹個檢驗試劑組的檢

測儀，因此處理的檢測量較少。

衛生部指出，近期發現壹間實驗室因其中

壹組檢驗試劑組出現儀器校驗問題，導致33起

檢測結果出錯，呈現“偽陽性”。經過重新檢

測後，證實這些案例的檢測結果為陰性。

另外，衛生部還發現2起原本是“模棱兩

可的”病毒檢測案例，經重新檢測後，也證實

是陰性。

因此，新加坡衛生部扣除35起確診病例，

累計確診人數修正為23787人。

日本擬批準唾液采樣PCR檢測
有望增加檢測數量

綜合報導 據報道，日本厚生勞動

省計劃最快5月內批準以唾液為樣本，

檢查是否感染新冠病毒的PCR檢測法。

據政府相關人士透露，目前正在

探討使用唾液的情況下，醫生用棉棒

擦拭舌部采樣，或被檢測者將唾液吐

入容器後帶到醫療機構的方法。

據報道，該方法與目前主流的用

棉棒采集鼻腔深處粘液的方法相比，

能更安全簡單地采集檢測樣本，或將

使檢測數量增加。國立感染癥研究所

制作的采樣手冊將於近期變更。

報道稱，北海道大學血液內科學

教授豐島崇德對4月下旬以後，用原先

方式進行PCR檢測後被確認呈陽性的

約10人進行了以唾液為樣本的PCR檢

測，陽性率達到九成以上。

豐島表示：“新冠病毒特點是與

流感相比，更多存在於唾液。自訴

有味覺障礙的感染者很多估計也是

由於這壹原因，使用唾液檢測是有效

的。”豐島強調，與過去不同的只

是采集檢測樣本的方法，“唾液的采

集很簡單。”

美國也有報告稱與從鼻腔采樣相

比，唾液的病毒檢測敏感度更高，美

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8日對使用唾

液的檢測試劑盒發出緊急使用許可。

印度當局討論放寬限制措施
受疫情沖擊失業率飆升

綜合報導 疫情的沖擊下，印度失

業率迅速飆升。17 日，印度全國封

鎖措施即將到期，印度總理莫迪 11

日與各省省長舉行視頻會議，就封

鎖的下壹階段，逐步放寬經濟活動

限制等議題彼此交換意見，但目前

雙方意見仍存分歧。

印度中央政府為拯救經濟，希望

逐漸放寬經濟活動，印度鐵路公司當

地時間10日晚發出聲明宣布，火車12

日起逐步恢復營運，公路營運也逐步

準備恢復，甚至空中交通也在考慮17

日後分階段恢復。

但疫情在印度仍持續嚴峻，截至目

前，印度累計確診逾6萬例。

據報道，印度多位省長仍支持繼續

嚴格封鎖政策，多位省長警告稱，如果

火車開始恢復運行，將讓隔離、篩檢可

疑病例等疫情防控工作更加困難，可能

導致當地出現混亂。

對莫迪建議各省根據中央政府劃分

的綠色、橙色和紅色區域，對經濟活動

采取不同程度的放寬，以逐步加強經濟

，有省長表示，各省應有權決定和處理

各自省內的經濟活動，並承擔宣告紅色

、綠色和橙色區域的責任。

消息人士透露，印度中央政府目前

傾向在17日全國封鎖結束後將放寬壹

些限制，但壹些限制仍會繼續執行，不

可能全數解除。

此外，因為全國封鎖導致多數商業

活動關閉，且中央政府先前禁止販售酒

類，商店關門也讓各省最大的酒類稅收

來源歸零，嚴重打擊各省的財務，多位

省長也要求，償還中央債務的時間應重

新安排。

為遏制新冠病毒傳播實施封鎖後，

印度失業率飈升。

根據印度經濟監測中心(CMIE)的數

據，印度的失業率目前達到27.1%的歷

史新高，僅4月份就有1.22億印度人失

業。但當局在抗疫和救經濟上面臨兩難

選擇。

自3月25日以來，印度全國壹直處

於封鎖狀態，造成大規模裁員和大量失

業。進入4月份後，印度失業率達到

23.5%，較3月的8.7%大幅上升。防疫

封鎖使大多數經濟活動陷入停頓。

印度媒體、航空、零售、酒店、汽

車等各個行業的大型公司在最近幾周宣

布了大規模裁員計劃。專家預測，許多

中小企業可能會完全倒閉。

CMIE首席執行官馬赫什· 維亞斯

表示，印度必須權衡其疫情封鎖的經濟

成本。

目前，印度政府已開始放寬對某些

地區或報告感染率較低地區的限制，而

在那些發現感染病例較多的地區，仍實

行嚴格的宵禁。

維亞斯稱，分區處理是壹個很好

的起點，但是，時間不能太長。因

為印度各地區不能如同在孤島上運

作。人員，商品和服務需要流動性

。供應鏈需要在企業失去流動性之

前開始運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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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居於梨木樹邨的 66歲婦人及其 5歲孫女

13日確診新冠肺炎，令香港保持 23天的零本

地個案斷纜。香港衛生防護中心 14日再確認

該名婦人的丈夫確診，更不排除他是群組的

感染源頭。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直

言，香港會不時出現零星感染個案，即使加

強病毒檢測也無法杜絕，但政府可採取措施

確保更能掌握疫情，因此未來會將檢測擴展

至社區層面，周內會先為高危群組包括機場

工作人員及院舍員工進行檢測。

嫲孫確診群組 爺爺疑為源頭
零星個案料驗之不絕 檢測擬擴至社區層面

��(���

香港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陳肇

始14日上午到訪大埔的中醫診所暨教研中
心，與駐診的中醫師會面，了解為新冠肺炎
康復者提供的“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
該項服務既讓出院病人可選擇中醫復康方
案，並促進中西醫協作及相關的中醫臨床研
究發展。服務將陸續推展至另外6間位於其
他各區的中醫診所，更方便病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中 醫 復 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新冠病毒
“零本地確診”斷纜，13日及14日新增3宗本地
個案，但多名專家均表示只要沒有造成社區爆
發，就毋須太擔心，並認為這屬全新病毒，難維
持28天沒有新增本地個案，市民或需接受持續有
零星個案，並建議普通科門診及私家醫生應為更
多病人留樣本化驗。

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指出，
衛生署“28天無本地感染”代表疫情受控的指標
引自世衛，但新冠病毒是全新病毒，難維持28天
無新增本地個案，故若新增個案未有引起社區大
爆發就毋須太擔心。

他估計，新增個案的源頭或是回港逾14天
並仍帶有病毒的入境人士，因部分人14天過後才
發病甚至沒有病徵，無從得知自己具傳播力。

許樹昌認為防疫措施毋須收緊，但暫亦不能
再放鬆，復課安排要視乎新增的是否單一個案，

只要沒有出現不明源頭社區爆發，復課沒有大問
題。

被問及香港與內地關口何時可重開，他認為
香港再出現本地個案，相信“對方都唔會歡迎
你”，但日後即使放寬，亦可能要求入境人士檢
測呈陰性才可入境。

憂有人“求其吐”影響檢測
許樹昌建議政府加強社區檢測，普通科門診

及私家醫生都應為更多病人留樣本化驗。目前，
醫管局及衛生署每日合共可化驗5,000多個樣
本，加上私家醫院、私家實驗室及大學可做得
更多，反而擔心有人在收集深喉唾液時“求
其吐”，這會影響檢測結果。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

心總監何栢良則擔心
新確診個案的感染源

頭，或是外地返港者接受家居檢疫出漏洞所致，希
望政府找出過去兩至三周於梨木樹邨和荃灣卓明樓
曾接受家居檢疫者，並重新檢測病毒，千方百計找
出源頭，又擔心再出現酒吧群組傳染，建議執法部
門應巡查酒吧，了解是否有效執行法例規定的措
施。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亦認
為，由於預期疫情不會中斷，加上每日仍有數百
人入境，連續28天零確診是不切實際，但市民防
疫意識高，出街戴口罩、經常洗手，連流感亦基

本上銷聲匿跡，但目前外地抵港
者均家居檢疫，未必太穩妥，
如不能做到滴水不漏或會引

致爆發。

香港14日再多一人確診新冠肺炎，累計個案增至1,051
宗。14日確診的患者（第1,051宗）為62歲男子，

是早前確診患者（第1,049宗個案）的丈夫，兩人同住在
荃灣梨木樹邨第五座。13日，該婦人確診時，其一直無病
徵的丈夫已送往檢疫中心，並留深喉唾液樣本。

香港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在疫
情簡報記者會上表示，由於該名男確診者的病毒量低，
不排除他較早帶病，是群組當中首名感染人士。

早上街市擺檔 接觸小量客人
她透露，該名男確診者每日早上會乘車到荃灣街市

街10號流動檔口擺檔修理鐘錶，屬於朝行晚拆的商戶，
會進食由家人預備的飯盒，並引述該名男患者表示，近
日生意欠佳，只接觸小量客人，但沒有收據可供追蹤接
觸者，中心會再檢視如何追蹤，又呼籲曾光顧的顧客致
電中心熱線。

張竹君指，女確診者早前曾途經川龍街、禾笛街一
帶檔口，中心已向有關檔口派發樣本瓶。由於兩人的孫
女（第1,050宗）亦已確診，衛生署亦已向孫女所住的
卓明樓派發47個樣本樽予居民，並委託房屋署向梨木樹
邨超過850戶派發樣本樽，又補充該名孫女5月10日曾
到奧海城金滿城與媽媽食飯，之前與外婆在家吃飯。

對世界衛生組織警告病毒有可能永久存在，並成為
風土病，張竹君直言，不少專家早已斷言病毒難“斷
尾”，市民要有心理準備與病毒共存。目前，並沒有一
個特定的標準去界定新冠肺炎是否受控，要靠專家們集
思廣益商討，而早前所說的28天都是參考其他傳染病的
情況。

視乎整體情況 決定未來方向
陳肇始則在另一記者會上被問到新增的本地個案會

否影響政府未來放寬或收緊社交距離限制措施，陳肇始
表示，需要先視乎整體追蹤情況，包括有無追蹤到感染
源頭，能否所有接觸者都接受檢疫或做病毒測試，才能
決定下一步做法。

她強調，近日再有本地確診個案顯示社區傳播鏈未
曾中斷，故特區政府不會鬆懈，會加強病毒檢測，衛生
署由今日起會在機場指定地點設檢測站，為機場工作人
員提供樣本瓶作病毒檢測，每日名額500個。

同時，衛生署正與勞工及福利局、社署商討，期望
在本周內盡快對長者和殘疾院舍員工進行病毒檢測，並
會研究葵青地區康健中心如何參與抗疫工作，如作為深
喉唾液樣本瓶收集點等。

截至5月10日，香港做了近18萬次新冠病毒的病毒
檢測，即每百萬人口做了兩萬多個檢測。

若無社區大爆發 專家料可照常復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新冠病毒疫情令香港各行業
備受打擊，有線電視亦受影響，要
求員工由下月開始，每月要放兩日
無薪假，為時6個月，但承諾會在明
年及後年向受影響員工補回合共12天
的有薪大假。

有線電視表示，全球經濟因今次
新冠病毒疫情持續而大受影響，因此
作出有關安排。有線要求員工由6月
至 11月期間，每月要放兩天無薪
假，即合共放12天無薪假，有關安
排影響各部門的人員，當中亦包括
新聞部。有線強調，集團一向非
常重視員工及人才，期望員工

能夠與集團共度時

艱，並再次感謝員工的體諒。
有線表示，會向員工作出補

償，包括在2021年及2022年內給
予員工補回12天的有薪假期，但據
了解若有員工在該兩年內辭職，則
獲補發的有薪假並不能代替辭職的
通知期。有線早前曾經向員工表示
會申請港府的“保就業”工資補貼
計劃，但未知有線是否已提出申
請。

除有線外，其他傳媒機構也受
經濟影響，商業電台今年2月已要
求員工 4月起至明年 3月的一年
間，每月放4天的無薪假；而南
華早報及星島早前則要求員工
減薪。

有線要求員工6月起放無薪假

◀清潔工在
梨木樹5座
樓外清潔設
施。 中通社

◀新增確診患者為
一名62歲男子，
為梨木樹5座確
診66歲女患者的
丈夫。 中通社

▶香港維持23天
無本地確診病例的
紀錄戛然而止。

中新社

黑暴和疫情更令許多家庭“零
收入”，香港今年1月至3月的失業
率達4.2%，是9年來的高位。民建
聯“關懷您”計劃的受助者青哥，
就連續兩個月零收入，搵工難，照

顧家人更難。他希望疫情過後，香港經濟能盡快
復甦，大家恢復正常生活，更絕對要防止暴力行
為捲土重來。

在防疫抗疫上，建制派既“出力”也“出
錢”。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捐出薪金共300萬元（港
元，下同），並邀請社會各界及市民捐款，於3月
初推出民建聯愛心基金，而今年2020年首個重點
行動為“關懷您”，向受到疫情影響，導致基本
生活出現困難的申請人，提供即時經濟援助。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與副秘書長顏汶羽日前探訪
“關懷您”計劃的受助者青哥。青哥上有高堂，下

有兒女，從事體力工作，今年年初就開始開工不
足，如今已兩個月零收入，但在兩輪“防疫抗疫基
金”中，青哥只有1,500元資助。青哥說，希望疫
情過後香港經濟能盡快復甦，大家恢復正常生
活，更絕對要防止暴力行為捲土重來。

李慧琼則表示，政府要正視失業或開工不足
的市民，包括成立失業援助金，協助失業家庭度
過最艱難時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民記出錢出力 關懷受困基層
��$

■■民建聯再呼籲政府成立民建聯再呼籲政府成立
““失業援助基金失業援助基金”。”。 fbfb截圖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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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趙立堅14日在記者會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停止
對中國的污衊抹黑，停止審議推進有關反華議案，制止
針對中方的濫訴行為，把精力更多放到抗擊疫情和維護
美國人民生命健康上去，不要再搞這種無聊的指責遊
戲。

批華府想方設法提濫訴
《環球時報》13日報道引述消息人士指，中方對美

國內就疫情針對中國的濫訴極為不滿，中國政府已在着
手準備對一些炮製反華議案的國會議員、密蘇里州以及
美方相關個人和實體採取必要懲戒措施。在5月14日的
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俄新社記者就此事向發言人趙立

堅提問中方能否證實此消息。
趙立堅對此表示，“美國一些人自己抗疫不力，辜

負了美國民眾的信任，卻不認真思考如何改進工作，反
而大搞諉過於人、推卸責任的政治操弄，想方設法對中
國提出濫訴，搞所謂追責。日前美國媒體披露了共和黨
有關通過積極攻擊中國以應對疫情的備忘錄，將這些人
的伎倆曝光於世”。
趙立堅強調，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對中國的污衊抹

黑，停止審議推進有關反華議案，制止針對中方的濫訴
行為，把精力更多的放到抗擊疫情和維護美國人民生命
健康上去，不要再搞這種無聊的指責遊戲。

“對於你所提到的中方是否會對美國有關實體和個
人進行懲戒？目前我沒有更多的評論。”趙立堅說。

外交部促美停止推進反華議案

人大法工委回應熱點問題
民法典草案網民意見數破百萬

◆下周召開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將審議民法典草
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表示，已先後10次公開徵
求社會公眾的意見，總共有425,600多人參與提意見，
網友提出的意見總數達到102萬。

“超生即辭退”規定應調整

◆針對此前廣東發生的公職人員生三胎被開除事件，全
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回應稱，根據2019年公民審查
建議，對地方性法規中“超生即辭退”的規定進行了
審查研究，認為規定已不適應計劃生育服務管理精神
和方向，應當適時調整，建議啟動修改。

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爭取提請審議

◆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將根據各方面意見進一步完善
後，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工作的安排，爭取及
早將法律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將完善未成年人違法分級處置機制

◆業界呼籲通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解決犯罪低齡化問題。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表示，此舉能否從根本上有效
解決低齡未成年人犯罪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研究論
證，下一步將結合有關法律修改完善工作，進一步研
究在制度層面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分級干預
處置機制和有效教育矯治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全國兩會召開在即，
全國政協委員、佳都科技董事長兼
CEO劉偉在調研中發現，新冠肺
炎疫情以來，大量高科技手段應用
取得積極成效，但也反映出部分短

板和不足，比如區域性公共交通人流量大，實名制體
系不到位，導致無法及時明確目標的追蹤溯源等。為
此，他呼籲加快公共交通實名制體系建設，並建立全
國公共交通出行大數據同一平台，又建議實名制和大
數據平台可在粵港澳大灣區先行先試，成功後在全國
形成示範。

實名制匆忙上陣多漏洞
劉偉表示，疫情期間，雖然各地在社區進出、公

共交通乘車等場景都匆忙上線了實名制登記措施，但
政策不一、數據標準不一、公共交通非實名存量卡數
量巨大、線上登記平台不統一不完善、線下實名登記
網點少、個人信息安全存在隱患等現象依然存在。為
了更好地保障城市應急管理，方便實現關鍵信息追
溯，加快公共交通實名制體系建設刻不容緩。

劉偉委員在調研的基礎上形成《關於加快實現全
國公共交通實名制以及數據聯網共享的提案》，從五
個方面建言獻策。在頂層設計上，劉偉建議由國家交
通運輸部門牽頭，制定出台相關法律法規。而在具體
做法上，可借鑒手機實名制登記經驗，自上而下加快
交通卡實名制推廣落實。

有助完善城市交通接駁
在此基礎上，各利益方強化溝通協調，制定統一

的優惠政策，大力推行電子票務，並關聯多種支付方

式。
為推動此項系統工作，劉偉建議建立全國公共交

通出行大數據統一平台，對公共交通海量數據進行統
一管理、智能分析，挖掘數據價值。依託平台，地方
還可以整合區域公共交通數據資源，對公共交通的容
量、需求、狀態進行研判，以進行調度優化，完善城
市公共交通的接駁體系；並且以公共交通為導向，開
發TOD模式，優化城市交通結構。

劉偉建議平台首先在粵港澳大灣區先行先試，加
快大灣區公共交通實名制與公共交通大數據平台建
設，將推動大灣區內公共出行網絡建設，提高大灣區
互聯互通水平。同時，為公共交通實名制提供區域性
嘗試案例，成功實現後可以為全國各地實現公共交通
的實名制形成示範效應。

委員倡灣區試行公交大數據平台
■劉偉

香港文匯報
記者敖敏輝 攝

■■全國公共交通出行大數據平台可對海量數據進行統全國公共交通出行大數據平台可對海量數據進行統
一管理一管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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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全國兩會召開在即，近日多個財經

部門高官發聲，提前吹風今年經濟政策走向。中國財政部部長劉昆在《人民日

報》發表文章表示，今年財政政策堅持“更加

積極”的取向，並從五

方面發力推動。 ���� ��

劉昆在題為《積極的財
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

為》的文章中預計，在今年
一季度財政收入出現負增長
後，2020年全年一般公共預算
收入將低於上年，而2019年這一
增速僅為3.8%，市場預計，這意味着
今年財政收入可能只能輕微增長甚至略有
下降。雖然財政增收面臨巨大壓力，但劉昆強
調，財政支出仍要保持一定強度，積極財政政策要更
加積極有為。

健全監測機制防金融風險
劉昆還提到，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同時，堅持

防範化解政府債務風險隱患。健全地方政府債務常態
化監測機制，強化監督問責，妥善處置地方高風險金
融機構風險，着力防範國內風險與外部輸入性風險疊
加共振，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風險的底
線。
中國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近日也發表文章透露

下一步經濟工作的路徑方向。何立峰強調，會以更大
宏觀政策力度對沖疫情影響。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加積
極有為，將適當提高赤字率，發行抗疫特別國債，大
幅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穩健
的貨幣政策更加靈活適度，運用降準降息、再貸款等
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引導貸款市場利率下行，把資
金用到支持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上。

疫情下數字經濟發展快速
何立峰提到，當前中國經濟運行面臨挑戰，世界

經濟衰退已難以避免，波及廣度、衰退深度取決於疫
情蔓延程度和應對有效程度。中國外貿依存度仍超過
30%，世界經濟下行可能通過外貿外資、供應鏈、資
金鏈等渠道對我經濟和金融市場產生影響。在國內，
疫情對正常生產生活秩序造成影響，三大需求快速回
落。
不過他強調，在強大國內市場、完備產業體系、

豐富人力資源的支撐下，中國經濟依然具有巨大發展
潛力。此次疫情也蘊含着不少發展機遇，比如疫情應
對中暴露出的公共衛生、應急體系等短板弱項需要加
快補齊，疫情催生的數字經濟新業態正在加快發展等
等，善於從眼前的危機困難中捕捉創造新機遇。

■■世界經濟下行可能通過外貿外資世界經濟下行可能通過外貿外資、、供應鏈供應鏈、、資金鏈資金鏈
等渠道對中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產生影響等渠道對中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產生影響。。圖為山東威圖為山東威
海港海港。。 新華社新華社

■■ 市場預計中國今年財政收入可能只能輕微增長甚至略有下市場預計中國今年財政收入可能只能輕微增長甚至略有下
降降。。圖為河北一家科技公司工人在生產車間工作圖為河北一家科技公司工人在生產車間工作。。 新華社新華社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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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年前，在梨园，一幕幕以关中

方言语音为基础的“秦王腔”艺术，在生长

壮大。而后秦戏走出皇宫，进了大官贵人的

高门宅院转了几圈，又一头扎进乡村朴野，

就在田野里生了根开了花结了果。

秦人爱秦腔是从骨子里爱，尤其是农

村人，不分男女老幼，谁都能唱几句。秦人

不唱秦腔，就像饭食里缺了盐，百味里少了

底味，这日子就难言的很。

我家是逃荒落脚到陕西，哪朝哪代来

得，无从考证，只是口耳相传，反正不是土

著。你看我的五官，全是老先人的模子，一

点不像老秦人的大长脸。这就奇了怪了，不

是咱老陕人，我爷爷我太爷爷一辈一辈都爱

听秦腔爱看秦戏。

秦人不爱秦腔，还算啥秦人？汶川地

震那会儿，为了躲震， 父亲携二胡母亲带

两把小方凳 ，坐进屋后小树林里，拉秦腔

曲牌。一坐一整天，一呆两个月。一会儿苦

音一会儿乐音，把我听的凄慌的，几天心绪

从胡音里拔不出来。很难想象，如果不是秦

腔陪伴，这段艰难的岁月，该怎么熬过去。

也难怪，八百里秦川，黄土长庄稼，

庄稼地里是用夹板夯起的土屋，参天白杨围

成一个四合院，间种丝绵树，树高叶小。七

八月少雨，它们干焦焦的，树皮就像人的嘴

巴，裂了口起了皮翘着。爷还是一天一天在

地里干活，累了坐在锨把上，圆圆的汗珠杂

在地上，地上就湿了一个圆点。爷一边用烟

锅在烟包里掏着一边嘴里哼着：“每日里在

深山去把柴砍，陈老大我不怕腰疼腿酸……

”。

顺着山隘隘往果园走，碰见双林晃着

两个空桶大步走出，唱着《张连买布》。他

唱道：“清早间奔大街卖布换花，布卖了六

百钱正要回家……。”他这是给苹果树刚浇

了一担水，而我要在果树间种菜。山塬上绿

绿一片、苹果树花开满一岭连一岭，我随口

胡邹：“家住陕西韩城县，杏花村里有家园

……”忽然一句秦腔吼起，我便随着撕拉声

，缓缓直起腰，踅摸到地边的树荫下，靠着

盖堎坐下，用手搽拭着下巴的汗珠子，眯着

眼睛，瞧远处。太阳花花的白，天上了蓝油

彩。声音就是从前面仡佬洼里传出，知道也

有人和我一样在劳作哩。

曹叔以前在县剧团呆过，听说唱过旦

角。后来家里婆娘生了四个小虎崽，一个人

养活不起，就回来务庄稼了。他能把一台戏

一折一折背下来，连生旦净丑的念白都一字

不落。我稀罕了，一个大男人怎么唱旦角？

兰花指怎么翘？水步怎么摇？宝钗翠钿怎么

戴？眉怎么描，胭脂怎么搽，樱桃小口怎么

点？不好问的。可我相信他一定演过那十七

八的小女娃。

那是一个刚下过阵雨的午后，雨没滴

三五颗，只是打了几个空雷，头顶有一团一

团的火烧云，嵌着一块一块乌云疙瘩。就有

人聚在曹叔家的大门口，门上罩了葡萄树，

垂下一串串葡萄花，枝叶碧色，夹杂黄絮，

馨香盈怀。

有人说：“曹叔，来段秦腔。”

曹叔说：“好，我给咱清唱一段。”

曹叔开始了，果真是旦声：“曹芳儿在闺房

深思不定，想起了身前事令人伤情。护玉蝉

我已经苦把心用，……”。王叔闭了眼睛，

脚尖随着节奏一点一点的，手指在膝盖上一

敲一敲。

我问曹婶：“唱的啥戏？”

曹婶说：“《玉蝉泪》！”

我看见曹婶有眼泪滚下来。曹叔唱着

唱着就站了起来，缓缓的走到圈子中间，一

双老手就翘起兰花指：“那一日梳妆来照镜

，院中来了沈延林，他于鸨儿巧计生，哄骗

我苏三递假信……。”

我扭转身子问曹婶：“这又是啥戏？

”

“《三堂会审》！”曹婶不看我。

“唱的好！”唱毕一段，众人齐喊，

娃娃们把手举过头顶拍巴掌。

树影移一寸，他们就把凳子也移一寸

。

“没有了，没有了。结束了，回看电

视去。”曹叔说。鸡纷纷跳进鸡屋。

“电视有啥看的，秦腔能把人听哭，

电视能把人看哭么？”。

“还是秦腔好听。秦腔越唱越苦，眼

泪就越流越多。”

众人不愿散去，娃娃就扯着爸的衣襟

往门外拽，爸急了说：“你不懂，秦人不爱

秦腔，还算啥秦人？ ”。

曹叔说：“回吧，明天还要下地干活

哩，明黑了再唱。”马叔把凳子推开说：

“曹哥，明黑了继续。”大家跟着马叔出去

了。

那时候自己有年轻的额头，年轻的脸

颊。因为年轻就看不出生命像戏，只因太年

轻啊，因为年轻，对宇宙间生命共有的枯荣

代谢的悲伤有所不知啊！

“县剧团要来村上唱戏。”改过在给

巷子里人说。我把碗往案板上一搁，扛起廊

院上的黑条凳往戏场跑。街上的人比平时多

了许多，都是脚步匆匆和我一个方向。大喇

叭唱着“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

玫瑰。……”

一群男娃堵在戏场入口，中间有两个

人打架，抱在一起，脸黑的男娃勒住脸花的

脖子，用劲往下压，脸花的男娃伸出一只脚

勾住脸黑的一只脚，想把他扳倒，偏偏他像

长了根，纹丝不动。两个人脖子都是鸡冠色

，棉袄扣子都开了，露出里面的红秋衣和蓝

秋衣。文和站在旁边，想把他们分开，使劲

搬他们的胳膊。他们伸长胳膊和腿支棱着，

有孩子喊；“老师来了！”他俩的胳膊软了

一点。又有孩子喊：“老师没来，骗人哩。

”两个又乱抓乱踢。脸黑的男娃想绊住对方

，上前踩住花脸的一只脚，花脸一抬脚，

“哧啦”一声，鞋面和鞋底分家了。花脸男

娃“哇”的哭起来。有人喊：“强强，你爸

来了。”对方还是不松手。我看看这伙男娃

我一个都不认识，可能是远村的孩子。我暗

想：唱戏呀，还打架哩。戏还没演，你两先

唱起来了。

戏场中央已经有几十个凳子放着，一

行行像线。红梅和几个女娃们在戏台仄面跳

方格，看见我来，跑过来和我一起抬着凳子

说：“来，放这！”她端着凳子，跷过几排

，把我的放在第三排中间，又把别的凳子往

边上挪，把我的凳子放正。她用手把垂下的

头发别在耳后说：“这下你能看得清也能听

得清。”

戏台上有人爬高上低地装灯挂幕，平

娃踩在梯格顶端，用膝盖顶着墙，身子把墙

靠的紧紧的，左手端着糨糊碗，右手用刷子

给砖上刷着糨糊。扶梯子的是志明，裂嘴笑

着抬头看哥干活。我拿石头朝他屁股打去，

他的腿一闪，松了手转身找人。他哥腿也一

闪就高喊：“要出人命了！—”慌的志明爬

上去双手按住哥的腿。我大笑着：“你真是

个呱子！”平娃刷好了，把刷子放在碗里，

弯腰拿宝仓递给他的对联，志明下来站在地

上，刷子翻了个跟头，就蹦在志明的头上，

志明就：“啊——，啊——”指着哥点指

头。我笑的一屁股扑塌在地，眼泪都出来了

。宝仓转过身说：“就知道笑，过来帮忙来

！”我走到梯子下面，接过糨糊碗放在地上

。平娃举起对联，让宝仓看正着没有，宝仓

往后退几步，一只胳膊比画着说“左，左，

再往左一点，多了，往右一点，好了。”平

娃用手把对联往下抹，上面卷了下来，他让

我压住下面的边，他压住上面的边。

“一曲阳春唤醒千秋梦”我结结巴巴

的念：“下联是啥嘛？”。

“两样面容演尽忠奸情。”宝仓说。

宝仓在下面端着对联，斜着眼看，脸蛋上涂

了一层红胭脂。

我问：“啥意思嘛？”。

宝仓说：“大了，你就知道了。”我

朝宝仓噘噘嘴。

田老师牵着一串学生走进戏场，后面

的羊角辫拉着前面的茶壶盖的后下摆，茶壶

盖后面拖着十二个七八岁的男娃娃女娃娃，

头像布朗鼓左右看，兴奋叫“麻糖、油糕

……”却不撒手。他们这一喊，塑料棚顶中

央的黄电灯就亮了。田老师把他们拉到戏台

前，让他们手拉手的站着看戏，他们就头偏

着从幕缝隙里看乐师正在和胡琴音。

戏台上叮叮咣咣敲了半个时辰，有人

撩开舞台一角的幕布，伸出头点数观众，下

面喊：“开演啦，咋还不开演。红绒幕布被

人用手撩起一角，先是出来一个旦角：“呀

咿呀呀——，呀咿呀呀——，”声音拉的

很长，又出来一个白眼窝垂一把山羊胡子穿

红襟衫的老头，两人你说他唱，台下男女不

时头往后一扬发出哈哈笑声，接着就是双手

合十啪啪的掌声。我听不懂，也跟着哈哈笑

。笑了就觉得没意思，那时的戏场是露天，

天上星星黄亮黄亮，像秋水眼睛，一颗一颗

，我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一遍和一遍的

数目不同。脚冻的生疼，我在直跺脚。

一个须生从幕后翻着跟头出来 连着翻

了三个，眼看就要翻出舞台，唬的坐在舞台

边上的孩子，赶忙抬起屁股跳下。须生在边

上收了脚，把胡子翻掉了。他又后翻了一个

跟头，翻到戏台中央。一个孩子把胡子扔给

他，他背转身把胡子挂在耳后。台下的人没

有人啃声，也许他们觉得他翻了这几个跟头

，已经很不容易，掉个胡须又是啥嘛。也许

他们根本莫看见，一个插着锦鸡翊红脸壮汉

悠悠的一步一停跺着方步出来了，左手扶着

腰圈，右手甩着黑底金蟒长袖。后面跟着八

个喽喽，站成两队，端着刀摆着架子。“呼

喊一声绑帐外，不由得豪杰泪下来，小唐儿

被某把胆吓坏……”，一声苍凉的高腔传来

，我赶忙双手捂了耳朵，我看见演员脖子上

的筋鼓起，胡琴把在乐师手里立不稳，不停

的摇晃，、乐师脸上却放彩哩。

妈给了我5元钱，让我去买自己想吃的

。戏场周围，一圈都是平时吃不到的美味：

米花糖、搅团，河马鱼、凉皮，凉粉 、炒

面、凉面、甄糕，豆腐汤……他们不吆喝也

不拉客。我走进去，坐在煤炉子前面：“来

一碗醪糟！”。“好！”四婶说着揭开小铝

锅盖子，从鸡蛋篮子拿出鸡蛋，在锅边一磕

，鸡蛋就从蛋壳里哧溜掉到开水里，用筷子

在水里几个莲花转，倒入白瓷碗，糖罐子挖

三勺。三娘正在教育薛倚哥，三娘的哭声叫

我拨转身看戏，还莫等我拧过脖子，一声

“好了”传来。接过碗，背转身，一点一点

嗂在嘴里。终于喝完了，回过身放碗，炉火

把四婶的脸照的亮红亮红，咦，她的眼怎么

也和曹婶眼一样，湿湿的。

看戏也有走火入魔的人，台上演的是

《游西湖》，权奸贾似道一剑刺杀慧娘女。

台下有一老汉抓起屁股下的小木凳，掷向戏

台，凳子磕在戏台台沿上，又掉在地上。大

家都楞了，锣鼓二胡停了半分钟，又响起来

。老汉被老婆拽着胳膊拉出戏场：“老怂，

你二的，把人伤了咋办？”

“我痛恨贾似道吗！”老汉说。

老婆说：“你就是个疯子，看戏入魔

了。走回，睡觉去。”老婆扯着老汉的棉袄

袖子。

“我不走，还有一点就完了。”老汉

挣脱老婆的手，又踅回戏场，钻进人群。

戏是演到半夜了才结束。人散后我站

在戏场，看演员急急忙忙把刀、二胡往戏箱

子装。妈回来寻我，妈说：“我当唱戏的把

你引跑了！看个戏，魂都丢了。”

那时候唯一就觉得女旦是那么好，咋

就长的那么清，象天上的七仙女，可能干净

的不吃不喝。戏台侧面有一个厕所，我在厕

所里遇见拾玉镯的那个姑娘，真是俊的很！

眼睛圆，柳叶眉，还穿着翠色戏装。只是走

路不是那小碎步，和我一样的冲，但那也好

看，如同脚踩清风飘过来。

中午看戏人少，大多是洗罢碗，诸事

能搁下的婆娘们，拿着蓝布鞋底，坐在太阳

下面听戏，麻绳拉的哧溜哧溜的响。那娄阿

鼠一出来，便缓了手，聚神看戏，针锥就扎

了手 ，“哎吆！”低头看，血珠渗进布里

，干脆把针往鞋底一扎，纨了麻绳放一边，

笑笑的看戏。

后院的辛家老爷死了，说是喜丧，辛

家在院子搭了灵棚，请了个戏班子，在灵棚

唱戏。只要低沉的二胡拉起来，演员们就唱

开了，先唱的是《祭灵》《周仁哭墓》，再

唱《诸葛亮祭灯》，每一折子都有高潮，唱

到高潮处演员们悲声大放，呜呜咽咽，珠泪

长滚。孝子们跪在灵前嚎啕大哭，大姐就擦

眼泪，我也跟着擦眼泪。原来秦腔这么好听

！从那以后我就爱听秦腔了。听秦腔就是听

这味儿，听悲音，想欢声。

“走，看戏去。”

“啥戏？”

“《金沙滩》么！”

秦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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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計劃”疫苗項目首席科學家楊曉明接受專訪時透

露，集團兩個研究所研發的兩個新冠滅活疫苗都已經進

入二期臨床階段。安全性方面，對1,000多人的試驗評

估以後，證明了這兩個疫苗的安全性本身沒有問題。不

過他也提到，疫苗的有效性評估即三期臨床應該在實際

流行病或者傳染病發生的現場去做，因此國外現在的疫

情比較適合做三期臨床。

他指出，疫苗有效性評估還要一段時間。有效
性評估有兩個指標：第一個就是疫苗產生不

產生抗體、什麼時候產生、產生的抗體高不高。第
二就是產生的抗體是不是有效抗體，能不能把這個
疾病病毒殺死或者疾病預防住，這要等到臨床二期
和三期後才能評估。

逾千人接種做前兩期臨床
“剛才說我們做一期臨床主要是做安全性，二

期臨床做一部分有效性，真正的有效性驗證是在三
期臨床。三期臨床的有效性就是在傳染病發生區域
內去做，疫苗打了以後看防病是不是能防得住，數
量減少或者不發生，或者是症狀減輕等等，這都屬
於評估指標，進行評估以後才能說它是非常有效
的。”
目前，世衛組織官網已經備案的100多個新冠

肺炎疫苗中，進入臨床試驗的共有8個，其中有4
個來自中國，這4個中有兩個是中國生物旗下的滅
活疫苗。
從4月開始，中國針對疫苗的科研攻關，頻傳

佳音。4月12日、27日，僅僅相隔半個月，國藥集
團中國生物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和中國生物北京生
物製品研究所研發的兩個新冠滅活疫苗相繼獲批進
入臨床。
“到目前為止，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滅活疫苗

開展的臨床已經有1,040名志願者接種疫苗，北京
生物製品研究所開展的一期、二期臨床合計起來有
170多人。”
楊曉明表示，現在中國目前發病很低，基本上

以輸入為主，個別地方有個別的病例，但還不能形
成一個很大的流行病區，靠隔離不能形成疫區，這
種狀況下做三期臨床評價，還是有一定的困難。

“國外現在疫情比較嚴重，其實比較合適於做三期
臨床，包括世衛組織在內的國際合作組織和一些國
家也在積極的推進要做三期臨床，畢竟疫苗要有符
合當地的國家的藥品監管程序去做臨床的要求，我
們也在積極溝通。”

疫苗最快或可年底上市
他進一步指出，新冠疫情從發病廣泛程度、激

烈程度以及影響和現在的一些發展變化的規律來
看，不像2003年沙士那樣可能是一個月、兩個月消
失。消失的可能性很小，長期存在的可能性更高。
新冠疫苗研發不會與沙士疫苗一樣無疾而終。
“各個研發公關團隊都在爭分奪秒，爭取疫苗

早日上市。但疫苗的研發要符合科學規律，如果一
切順利的話，時間大概是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
初。”

三期臨床主要驗證有效性 國外目前疫情較適合做
兩國產滅活疫苗 二期臨床證安全

��(���

同步準備生產 料年產2億劑量
楊曉明介紹，兩個研究所都選了滅活疫苗的

研究方向，是因為滅活疫苗是傳統的技術工藝疫
苗，其生產工藝相對成熟，有好的疫苗先例，其
次是考慮產能。“我們現在目前設計的產能，一
個研究所大概在八九千萬到一個億劑量，兩個單
位加起來，足量生產供應，可以供應約兩個億劑

量。”
他解釋說，疫苗生產不是按12個月生產去安

排，一般是10個月生產，因為疫苗還有生產周
期。所以就是按10個月算，有2億的劑量。

目前，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的新冠疫苗生產車
間全部建成完成驗證，意味着可以正式生產。武漢

生物製品研究所擴大產能的新車間建設估計也是6
月底能完成。
他表示，在疫苗上市的過程中，特別是在疫苗

供應量不足的情況下，優先接受疫苗注射的人群選
擇還是很重要的。
“我認為，疫區的醫護人員，以及從事公共社

會服務的，像餐館、地鐵、高鐵、航空公司這些是
密切接觸人群容易被感染風險高，這些人群需要優
先使用，以保護社會正常運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
明 珠海報道）14日，據珠海市
衛健局消息，經珠澳口岸入境
珠海的7類人員，明確可享珠海
市政府提供的免費核酸檢測，
惠及符合條件的跨境商務人
員、學童及外勞等人群。

享免費核檢
珠海市衛健局有關負責人

表示，率先放寬出入境的特定
人員不僅在通關後豁免集中隔
離，入境珠海還享受免費核酸
檢測；而這些特定人員是須經
珠海市公安部門認可，納入
“珠海市暫不實施集中隔離醫
學觀察名單”的7類人員。

該負責人說：“近期珠澳
兩地逐步放寬出入境措施，方
便跨境人員在目的地活動，加
快恢復兩地居民的正常交往和
生活秩序。”
據透露，7類人員須提供相

關證明材料。譬如“在珠海居
住且在澳門工作、學習的澳門
籍人員”則需提供珠海市居住
證、回鄉證等材料。

隨車跨境車輛司機需提供
跨境營運相關材料、個人身份
證明材料。而符合條件的內地
輸澳勞務人員則提供外地僱員
身份認別證、珠海市身份證或
居住證等證明材料。

7
類
人
通
關
珠
海
免
集
中
隔
離

▶應急公務、商務人員
▶ 在澳門居住且在珠海學

習、工作的人員
▶ 在珠海居住且在澳門工

作、學習的澳門籍人員
▶ 需要到珠海定點醫院複

診，當天往返人員
▶隨車跨境車輛司機
▶ 經珠澳口岸入境就學返校

的澳門學生的陪護家長
▶ 符合條件的內地輸澳勞務

人員

七
類
人
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新冠病毒滅活疫苗將進入臨床三期試驗新冠病毒滅活疫苗將進入臨床三期試驗。。圖圖
為工作人員在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新冠疫苗生產為工作人員在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新冠疫苗生產
基地展示新冠病毒滅活疫苗樣品基地展示新冠病毒滅活疫苗樣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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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城’期间，在家怎样健身？

”“宅家久了，焦虑烦躁怎么调节？”

“每天做有氧运动，可以防感染吗？

”……新西兰时间26日下午3点多，华

裔健身教练金叶在位于奥克兰市的家中

，通过网络开讲《健康饮食与科学健身

》，直播间涌入了四五百名粉丝，这些

来自新西兰各地的华侨华人、留学生通

过留言方式纷纷提问。

“疫情防控期间，科学健身可以让

宅生活更健康。大家不妨制定一份训练

计划，像瑜伽、居家力量训练和燃脂体

能训练等。镜头前的小伙伴，线上健身

动起来，我来给大家示范动作、讲解要

领……”金叶边授课边做拉伸运动。

这场健身视频连线，是新西兰国际

妇女会、新西兰亚洲图书文化中心联合

推出的“我们在一起——防疫公益资讯

云讲座”系列活动的一幕。

龙岩籍侨胞、新西兰国际妇女会会

长廖小雪告诉记者，3月26日起，新西

兰开始“封城”，居家隔离的侨胞们面

临远离亲人、停业停课等多重压力。

“该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科学有

效地做好防护，创造丰富多彩的日常生

活？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谈及活

动的初衷，廖小雪打开了话匣子。

同胞接二连三的求助电话，加速了

廖小雪的计划实施。从4月3日开始，

经过紧张筹备，廖小雪和同事推出了一

系列线上直播分享会，开启了隔离期间

最适合的传播方式——“云讲座”。根

据不同专题，他们邀请专家学者、行业

资深人士、健身达人与侨胞相约云端，

以特殊的方式传递温暖，分享防疫资讯

，开展心理疏导、中医食疗、居家健身

、财经教育、自我保护等讲座，侨胞的

参与热情十分高涨。截至目前，防疫

“云讲座”累计开展10场，参与受众

超过5000，防疫视频播放量达数万次。

“中国人常说，众人拾柴火焰高；

在新西兰，也有一句谚语，叫作‘你我

篮子在一起，大家生活更美好’。海外

侨胞一家亲，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一

定能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早日战胜疫

情。”廖小雪说。

与一般的“填鸭式教学”直播模式不

同，旅新侨团的“云讲座”形式新颖，采

用“穿插直播+多元互动”的形式。主讲

嘉宾直播授课的过程中，廖小雪还邀请多

位导播和主持人参加。导播负责远程操控

、切换屏幕及调度镜头，可实现多个直播

场景的自由切换，确保视频画面的质量和

表现力。主持人则负责串场、点评、话题

引导及回答观众留言等工作，并对直播间

互动情况、直播流畅度等进行实时掌控，

帮助嘉宾上好每一堂课。

“对于侨胞来说，‘云讲座’就像

及时雨一样。长期居家隔离，导致很多

人对未来生活和工作前景不确定，开始

产生恐慌情绪，‘云讲座’正好陪伴侨

胞度过未知的风险期。”曾在电视台当

过专业主持人的谭笑，是新西兰亚洲图

书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受邀成为“云

讲座”主持人之一。

随着“云讲座”参与人数越来越多

，不少侨胞遇到的难题得到解决。侨胞

张先生在惠灵顿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受

疫情冲击，他的生意一落千丈，外贸订

单相继被取消或延期。新西兰“封城”

后，张先生让员工休假，但租金和员工

的薪水仍须支出，同时由于复工复产时

间仍未确定，企业经营岌岌可危。

焦头烂额之际，“云讲座”给张先生

带来了好消息。4月初，《新西兰疫情下

，法律、贷款、保险和补助申请》讲座上

线，四位来自律所、会计师事务所、保险

公司和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士化身“主播”

，为侨胞解读新西兰出台的相关扶持政策

，刚好解了张先生的燃眉之急。

原来，疫情暴发后，新西兰政府推

出了121亿纽币的应对计划，以帮助中

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在直播中，律师朱

旭东、金融顾问罗凡、保险公司经理洪

宇、会计师Joey Wen结合自身特长，

为华人企业、侨胞雇主及员工出谋划策

，帮助大家度过危机。

“隔离期间社会上谣言四起，导致

很多实用资讯接收不到，听了‘云讲座

’才知道可以向政府申请补助。几位老

师还教给我申领补贴的方法和流程，真

是帮了我大忙。”如今，张先生已经顺

利从政府机构申领到有关补贴。

新西兰疫情暴发后，很多中小微企

业资金紧张，一些原本期待在新一年有

业务突破的华人企业也陷入资金周转困

境，融资贷款成为纾困的主渠道之一。

“看得见，够不着。”在一场《疫情

面前，中小企业如何摆脱困境》讲座中，

不少侨胞这样形容中小微企业向银行贷款

的困难。随着“云讲座”知名度越来越高

，在一家投资金融机构担任贷款顾问的张

韫倩主动找到廖小雪，提出开一堂线上讲

座，帮助同胞找一条出路。

“眼下中小微企业能够获得的融资

支持并不多，新西兰银行的常规贷款往

往高不可攀，审批时间长，利息又高，

常常让人感到遥不可及。这次政府和民

间金融机构联合推出了低息的贷款扶持

政策，有望帮大家渡过难关，有需要的

同胞可以找我详细了解一下。”直播间

里，张韫倩热心地为大家出谋划策，引

起连连叫好。

“疫情面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希望通过我们的活动，给大家以温暖和

希望，让广大侨胞和留学生充分感受同

胞的关爱与帮助。”廖小雪说，未来疫

情结束后她仍会把“云讲座”办下去，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异国他乡传承和

发扬下去。

新西兰闽籍侨胞的战疫故事
温暖，以特殊方式传递

据浙江省侨联网站消息，日前，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多国蔓延，全球

战“疫”正酣。在这场全人类与病毒

的战斗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

是旅居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

侨华人。

近日，浙江省侨联联手《浙商》杂

志共同推出“心心相连 守望相助”侨

胞海外抗疫特别报道，本期介绍的是全

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副会长、日本浙江

侨团联合会名誉会长、全日本华人书法

家协会主席晋鸥的故事。

疫情在日本蔓延后，为了减少感染

风险，在日侨胞积极响应日本政府的号

召，减少出行。晋鸥所在的日本华人书

协也取消了所有展览和聚会，他还在微

信群里提倡大家尽量宅家少出门。

家乡政府与爱心企业家了解到了海

外侨胞的困境之后，及时给他们寄来了

防疫物资。晋鸥在第一时间里通过邮局

和快递公司，把口罩送到了侨胞、留学

生们手里，让大家安心。

派送物资的运费都是晋鸥自掏腰包

。“祖国及家乡人民与我们海外侨胞守

望相助，心手相牵，让我们温暖满满。

在我家附近邮局寄东西时，有时候看到

当地工作人员戴着起了毛的口罩在工作

，让我心里一阵难过，转身回到车上，

拿了口罩送给邮局工作人员，在这场疫

情中大家都不容易啊！”晋鸥说道。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晋鸥也

不忘给一直以来促进中日友好的东京都

日中友好协会、日本篆刻家协会及千叶

县野田市政府、野田市教育委员会等社

团和机构赠送了口罩。

采访的最后，晋鸥感叹道：“看到

了祖国、家乡对我们的牵挂，让我真切

地看到了人间温暖！我相信，疫情是暂

时的，温暖却是永恒的！”

日本侨领晋鸥
守望相助 温暖着每位侨胞的心

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凌晨曦

中國人民銀行與銀保監會、

證監會、外匯局聯合發文，提出

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26

條措施。文件提出，支持港澳發

展離岸人民幣業務，強化香港全

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同

時，在大灣區內地實施更大範圍

的金融開放及改革試點：支持在

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依法有序設立

外資控股的證券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期貨公司，開展本外幣合

一的跨境資金池業務試點，並探

索建立跨境理財通機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北京報道

《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提
出26項措施，涉及五方面，包括促進粵港

澳大灣區跨境貿易和投融資便利化、擴大金融業對
外開放、促進金融市場和金融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提升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服務創新水平、切實防範跨
境金融風險。

逐步擴人民幣跨境使用
文件指出，在更高水平上推動金融服務業對港澳
開放，在“一國兩制”方針下發揮香港金融體系的
獨特優勢，支持鞏固和發展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文件中特別提到，支持港澳發展離岸人民幣業
務，強化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支持
香港開發更多離岸人民幣、大宗商品及其他風險管
理工具，逐步擴大粵港澳大灣區內人民幣跨境使用
規模和範圍，推動人民幣在粵港澳大灣區跨境便利
流通和兌換。
在兩地金融市場和金融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方面，

將逐步開放港澳人民幣清算行參與內地銀行間拆借
市場；優化完善“滬港通”、“深港通”和“債券

通”等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安排，其中將適時研究擴
展至“南向通”。此外，還支持香港機構到內地發
債，推動跨境徵信合作，探索推進粵港澳三地徵信
產品互認。支持大灣區內地銀行在宏觀審慎框架
下，向港澳地區的機構或項目發放跨境貸款。

強化香港助中資走出去
在大灣區探索建立跨境理財通機制，支持粵港澳
大灣區內地居民通過港澳銀行購買港澳銀行銷售的
理財產品，以及港澳居民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銀
行購買內地銀行銷售的理財產品。
同時，內地將支持港澳發展特色金融產業。文件

表示，發揮香港在金融領域的引領帶動作用，強化
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打造服務
“一帶一路”建設的投融資平台，為內地企業走出
去提供投融資和諮詢等服務。
文件還提到，支持澳門打造中國-葡語國家金融服
務平台，建設成為葡語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推動
建設澳門-珠海跨境金融合作示範區。
粵港澳大灣區還將作為內地貿易投資便利化和資

本項目便利化改革的試點，探索實施更高水平的貿
易投資便利化試點，在謹慎合規等條件下進一步簡
化跨境人民幣業務辦理流程，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
統一實施資本項目收入支付便利化試點。開展本外
幣合一的跨境資金池業務試點。
意見強調，在依法合規、風險可控前提下穩妥有
序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各項金融開放創新，成熟一
項、推進一項。

匯豐：港能擔當重要角色
匯豐銀行副主席兼行政總裁王冬勝表示，大灣

區的總人口達到7,000萬、合共的本地生產總值超過
1.5萬億美元，規模媲美紐約、三藩市及東京等著名
灣區。作為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全球最大離岸人
民幣中心，香港在推動大灣區發展的過程中可以擔
當重要角色。
他認為，“意見”透過在粵港澳大灣區推動多項

金融措施，相信能夠進一步促進內地金融市場開放、
跨境貿易和投資、人民幣國際化、跨境金融互聯互
通，以及綠色金融的發展。

中央“金融26條”撐大灣區
強化香港離岸人幣樞紐 內地9市實施更大開放

中國央行等四
部委發佈金融支持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26項措施，在大灣
區推進跨境資金融

通、金融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試點資本項目開放，“南向
通”也提上議程。中國社科院
金融所研究員曾剛對此表示，
上述措施都有助於強化香港人
民幣離岸中心地位。

外部衝擊不影響改革開放
曾剛認為，粵港澳大灣區

金融開放最直接受益者就是香
港。大灣區無疑已是改革開放
高地，在疫情衝擊、全球經濟
金融市場劇烈變動之際進一步
推進改革，表明外部衝擊不影
響金融領域的改革開放。

有觀點認為，中國最早控
制疫情，基本面穩固，金融市
場相對平穩，而國際貨幣體系
格局面臨重大洗牌，現在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加快金
融改革的又一重要時間窗口。
曾剛認為，此次在大灣區試點
改革，有條件吸引更多國際資
本的流入，在外部動盪之際有
助於大灣區加速聚集外資，加
快成為國際創新高地。

從大灣區建設的整體看，
經濟學家宋清輝表示，這些金
融支持措施形成合力、落地之
後，將會激發灣區市場活力，
對改革開放新格局產生深遠的
影響，有助於構建大灣區一體
化的國際金融設施體系，推進
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

■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跨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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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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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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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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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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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輪金融支持措施有助於港深穗等構建大
灣區一體化的國際金融設施體系，推進大灣
區經濟高質量發展。 資料圖片■■文件提出文件提出，，支持港澳發展離岸人支持港澳發展離岸人

民幣業務民幣業務，，強化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強化香港全球離岸人民
幣業務樞紐地位幣業務樞紐地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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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駭客肆虐！中油、台塑、力成
等台灣石化、半導體等重要企業，遭受駭客使
用勒索病毒(Ransomware)攻擊，不過這隻勒索
病毒宛如現實中的新冠病毒般詭異難解，《蘋
果新聞網》接獲獨家爆料，前（13日）天早上
，中油總公司再度傳出疑似遭受病毒攻擊，內
部資安人員又要求員工緊急斷網、關掉電腦處
理，員工無奈自嘲： 「像三採陰又復陽」。

事實上，在中油總公司的部份員工，有些
人一直到前天，電腦才能恢復使用。換句話說
，大約已經快十天，無電腦可用。沒想到，好
不容勉強修復，才隔沒幾個小時又中招。到了
下午，資訊處又通知，可能是烏龍一場，但仍
在調查真相，內部員工議論紛紛。

上周一(4日)開始，勒索病毒從中油總部大
樓電腦開始爆發，不斷蔓延至全台600多間中油
加油站，導致無法加油，民眾大排長龍，不只
第一線加不到油的民眾飆罵，連內部購油的
「訂單受訂系統」與員工作業的 「公文系統」

也遭勒索病毒鎖住，逼得中油高層坐鎮電腦機
房要求殺毒。

但因中油感染勒索病毒電腦數量眾多需
「分區排檢」，資安人員評估需1周以上才可完

成消毒。據了解， 「防疫隔離」期間，員工多
半無電腦可作業，連打個會議記錄都不行，甚
至還有員工看iPad追劇打發時間 。

經過了快十天，最後，用換新硬碟的方式
來救急，但就算換上了新的硬碟，卻只能開
「Word」，重要的 「公文系統」、 「人事系統

」仍不能用。更可怕的是，舊硬碟中的重要資
料，有的已經很多年，能不能救回來？誰也沒
把握。最後 「消毒」了半天，原以為大功告成
，沒想到昨天上午傳出病毒疑似再一波攻擊，
員工無奈自嘲像是新冠病毒的 「三採陰又復陽

」。
除了中油，台塑化也傳出遭受攻擊，據內

部員工透露，上週（7日）開始位於台北的台塑
大樓電腦遭受駭客攻擊，不斷有電腦被遠端登
入，試圖在內部造成橫向破壞，最後影響到生
產石油的雲林麥寮管理處，連帶公司內部的
「辦公室自動化系統」等軟體無法操作。

駭客這次攻擊鎖定台灣的網際網路協定位
址(簡稱IP位址)，連半導體封測廠力成與金融證
券商也都遭駭，包含中油在內影響企業多達20
多家以上，甚至對其中受 「駭」的跨國企業，
勒索上億贖金，《蘋果》也取得獨家的勒索訊
息內容，被駭電腦會收到一封駭客的文件檔，
要求公司執行長(CEO)等級的人5天內寫信來談
判，否則威脅刪除重要資料。

知名資安公司SOPHOS技術總監韋頌修，
根據勒索病毒特徵分析，發現病毒利用微軟
PowerShell程式，將 「勒索病毒」藏在記憶體內
避開防毒軟體的偵測，最後對電腦內重要軟體
進行加密攻擊，SOPHOS發現後將病毒命名為
「Troj/PSInject-W」病毒。

韋頌修懷疑此波病毒肆虐跟疫情影響有關
，因許多人在家工作，透過遠端遙控即可從家
裡登錄平時資安防護較為嚴密的公司電腦，增
加資安風險，駭客透過在網路群組內橫向感染
，不斷嘗試登入其他電腦，最後取得管理權限
後，再將勒索病毒擴散至整個公司。

勒索病毒最後一步則是宛如 「定時炸彈」
般，同一時間加密鎖定重要軟體或是操作權限
，讓電腦無法操作重要軟體，此時駭客還留下
訊息告訴聯繫方式，要求公司高層在限期內跟
駭客談判，且須付出高額贖金才能取得解密金
鑰。

其中某間跨國公司透過駭客留下的聯繫方

式，被對方勒索開出高達上億台幣贖金，但經
公司內部高層評估風險，最後拒付贖金，並對
外封口。行政院資通安全處官員表示，這次事
件已依 「三級資安事件」處理，並與調查局資
安工作站合作調查，但詳細內容尚在調查中。

資安公司安數科技執行長蔡璧舟則呼籲，
需從源頭加強訓練員工資安意識最重要，不要
亂點不明來源信件、不要下載不明軟體，不然
「裝再多防毒軟體，也抵不過一個人粗心。」

此資安危機驚動調查局成立專案小組調查
，並在今日召開記者會公布初步調查結果，根
據掌握情報顯示，目前已鎖定6組德國及瑞士電

子郵件帳號，幕後黑手疑為境外駭客組織
Winnti Group，除勒索企業交付每台電腦贖金3
千美元（約8.9萬台幣），也預謀近日再針對國
內10家企業發動攻擊。

調查局警告，駭客已鎖定目標，在各大企
業內部網路潛伏數月，伺機竊取特權帳號入侵
，建議國內企業立即進行電腦網路系統檢查，
包括對外網路服務是否有漏洞、企業VPN有無
異常登入行為、或遭安裝 SoftetherVPN 及異常
網路流量，同時應更新防毒軟體病毒碼、留意
防毒軟體警告、加強監控網域中特權帳號，並
建立離線保存備份。

【無形病毒】中油傳再遭攻擊！
員工哀嘆 「三採陰又復陽」 10天無電腦可用

（中央社）為了升學成績，國中生被記的過還可暫時撤銷？
近21萬人參加的國中教育會考將於明（16日）登場，南投縣南
崗國中5月7日對三年級導師發出通知，同意考前 「特赦」部分
被記過的考生，以暫時銷過方式，避免會考總成績被扣分，原有
的懲處資料，等積分確定後再重新登錄回復。有老師質疑此舉違
反公平正義，卻遭其他同仁嗆 「不同心」。知情人士向《蘋果新
聞網》爆料，痛批這根本就是大人帶頭作弊。校方坦承，先前決
定有失公平，通知隔天就取消，對此深感抱歉。

根據109年中投區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明定，免試入學
總積分為100分，包含學生獎懲紀錄的多元學習表現積分達27分
，分數比重與即將舉行的會考成績30分相當，其中 「無記過紀
錄」占6分，而在校期間只要1支警告，就會被扣3分，當考生
所申請的高中進入超額比序時，些微差距，就可能因此無法錄取
理想學校。

南崗所發通知內容顯示，積分登記截止日為4月30日，但師
生與家長不停地反映，記過紀錄將讓超額比序獎懲部分無法得到
滿分，希望校方 「先予銷過或將記過日期延後」，校方為維護獎
懲制度，本不同意師生要求。

但該通知下文又提及， 「經教務處提示、生教組簽奉校長核
准」，積分在會考前還可以變更，顯示在校長的同意下，讓同學
可以暫時銷過，等 「積分印製確定後」，再將記過紀錄登載回系
統，還請三年級導師轉告同學，5月12日前自行提出申請。

根據《中投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資料，為讓
報名比序公平、公開，各國中應逐項審查學生超額比序積分後，
才能匯入免試入學報名及志願分發系統平臺。而引起爭議的 「無
記過紀錄」積分，雖依銷過後資料來計算，但採計截止時間依入
學委員會公告，在4月30日就該截止。

不過某國中教務處負責相關業務的老師透露，漏洞出在採計
截止時間雖然是4月底，但各校最後登錄時間是5月22日，這段
空窗期若學生對分數有異議，或是有錯誤的資料，校方都能進入
系統更正、修改。

五月還能 「特赦」，南崗國中部分師生知情後痛批 「這樣還
有品德教育？」，一名導師則當起烏鴉，在校內群組留言，盼學

校說明清楚，也有老師質疑 「為什麼大人
帶頭違法？」、 「原來記過要銷過，全憑
長官一句話」。

該名導師在群組中表示，記過銷過必
須透過一定程序，得以用愛校服務等措施
，用一定的時數來銷去記過紀錄。如此貿
然隨意更改，根本不符合公平正義，甚至
直言， 「如果有自己班上的同學申請，請
校方一律不准，因為導師不准」。

但也有支持修改成績的同仁出聲，指
責大家 「不同心」，批對方不斷質疑行政
團隊， 「揮舞著正義的大旗，把一切砸毀
」，還對該名導師扣上 「你才是霸凌者」
帽子。言詞交鋒中還暗示該名導師 「有志
不得申」，可以 「另擇枝棲」，下方竟還
有其他人喊 「認同+1」。

知情人士向爆料時強調，學校為了升
學率，帶頭作弊就是一種詐騙，而這些價
值觀偏差、失去榮譽感的老師， 「根本不適合為人師表！」

前往南崗國中查證，校長陳國俊解釋，校內規定國三生在每
年4月1日前都要銷過完成，4月30日將紀錄由學務處校正、整
合後，由教務處登錄進年度中投區免試系統；但上月28日左右
有部分學生因為遲到次數過多被記警告，來不及銷過，所以才會
在情急之下通知，讓尚有作業時間的教務處得更改。

校長陳國俊提到，這份通知是針對剛被記警告、情有可原的
同學，並非針對全校的國三生，但內容太過籠統，也確實有失公
平性，因此在發出通知後隔天取消命令，對於造成誤解，深感抱
歉。

校長陳國俊也說，共有三名來不及銷過的學生，另依原有校
規 「提早銷過之實施標準」處置解套，被記警告學生愛校服務5
小時，外加一篇心得報告；記小過者則愛校服務10小時，外加
兩篇心得報告。至於同仁間的爭執，經校方協調，大家也能互相
諒解。

南投縣教育處副處長王淑玲表示，學校第一次發的通告內容
明顯不夠周全，目前已要求校方必須依照獎懲銷過的標準規定辦
理，對於此事件造成一些誤解，縣府會派員到學校了解，並要求
學校提出檢討報告，對於需要檢討改進的地方，必須立即處理。

人本基金會中部辦公室主任陳怡文批評，大人帶頭做錯誤示
範，學校教小孩作假，完全失去教育意義，而且愛校服務及心得
報告的處理方式，不一定與學生犯下錯誤有關係，這樣的銷過標
準等於跟小孩耍手段，挾著孩子的把柄要孩子聽話，從頭到尾都
是很離譜的處置。

有同校學生私下表示，雖然學校初衷是為了大家好，但是非
常不公平，很多人努力維持沒有記過，就算被記警告，也會提早
透過規定消除，沒辦法及時消除或截止前被記過，都是個人問題
，學校竟為了升學率搞特赦，有同學看到通知，氣得認為校方離
譜，因而影響最後衝刺的心情，等於打擊大家平時的努力與信心
。

【升學亂象】國中會考前夕竟搞 「特赦」 一紙公告揭銷過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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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宠友们知道夏季狗狗都

容易发生哪些疾病呢?让小编帮你盘点一

些较为常见的疾病，给各位主人们提个

醒吧！

肠胃疾病 由于天气热，放置的食

物或者水有变质的可能，如果狗狗吃了

变质的食物，那么很容易引起呕吐或者

肠胃炎，还有天气如果潮湿闷热，也容

易引起食欲不振偶有呕吐的现象发生。

治疗肠胃炎时尽量不要给狗狗吃人吃的

药品，可以吃宠物专用的药品，但如果

持续呕吐或是拉肚子就必须要去医院了

。

皮肤病 夏季炎热、潮湿的气候为

跳蚤、虱子等体外寄生虫提供了良好的

繁殖环境。这些寄生虫不仅会吸食狗狗

的体液，还会引发难忍的瘙痒，这时狗

狗会发疯似地抓挠、搓蹭、舌舔或撕咬

瘙痒部位。经常外出的狗狗还很容易带

着虫子们一起回家，比如蚂蚁、跳蚤、

蜱虫等。虽说不让狗狗去虫子多的草丛

恐怕办不到，但最好的办法就是被动防

御法：进门前帮狗狗清理一下身上的异

物，每月一次体外驱虫，能有效驱虫和

杀死虫卵。

宠物助手在售的「蚤立清」可以持

久渗透到宠物皮肤毛囊中，随着宠物皮

脂腺持续的分泌到宠物皮肤上，对吸附

在宠物皮肤上的跳蚤、虱子、蜱虫、螨

虫、蚊子有持久的杀灭作用，达到持久

预防的效果。

感冒 夏天屋外是烤箱屋里是冰箱

的情况很多，空调开的太足人会感冒，

狗狗当然也会。打喷嚏、流鼻涕是狗狗

也会有的

情况，所

以也不能

太贪凉了

，刚刚外

出溜达回

来可以吹

吹冷气，

但帮助狗狗降温时要注意，不要让狗狗

正对着冷气的风口狂吹，这种情况人容

易感冒狗狗也是一样的。狗狗喝点冰水

搭块湿毛巾降温效果很好。

中暑 提醒狗狗家长带狗狗出去溜

达尽量避免中午前后，尽量选择早晚凉

快的时段，避免光晒时间过长，最好给

狗狗带水，而冰镇的水是狗狗最爱喝的

，能帮狗狗迅速降温。如果狗狗溜达的

时候出现了中暑的现象，要马上把狗狗

身上用水淋湿，最好能用湿毛巾包裹起

来，然后送到宠物医院。

心脏病

一般来说，身材肥胖的狗狗，特别

是年老的狗狗，很容易因为天气炎热而

急促的呼吸散热，呼吸如果经常急促可

不是好事，加重呼吸系统的负荷，让心

脏跳动过快，非常容易引起猝死!而且有

些狗狗本身就是易得心脏病的体质，因

为气候原因诱发心脏病也是有可能的。

对于年老体弱的狗狗，应减少外出溜达

的时间，溜达的时候要缓慢多休息，没

事回家吹吹冷气比较好。

宠物不会说话，夏日养护过程中家

长多留意细心观察它们，遇到问题及时

采取必要的手段方法，让TA们健康安

全过夏天。

你真得会养汪吗
宠物夏天五大常见疾病

天气越来越热，很多养多肉的

花友也开始发愁了，马上就又到了

一年一度多肉度夏的时候了，有些

花友经验比较丰富，多肉挺过去了

还好，但是对于养多肉经验并不是

那么丰富的花友来说，这就是每年

养肉的一道坎儿！这眼看着温度一

天天升高，今天花花就来教教大家

如何在夏天的时候养护多肉才能相

对安全地度夏，喜欢养肉肉的花友

一定要好好看看呀~

1、初夏时节露养

虽说五一期间，很多地区的温

度比较高，有的北方地区也突破了

三十摄氏度，但是这两天温度又有

所下降，其实没到六月份，温度还

是比夏天要凉快多了，在这个时候

我们最好是将多肉露养，露养的肉

肉容易上色，状态也更好。

想必花友们 小时候都见过在农

村房前屋后生长的那些多肉植物，

像是瓦松、观音莲什么的。这些多

肉都没人管，但是依旧生长得非常

茂盛浓密。其实就是因为露养的环

境更加适合多肉生长，露养也会锻

炼多肉的抗性，抗性强了，也就容

易度夏了。

2、控制住手少浇水

夏天是多肉出现黑腐情况比较多

的时候，不正确的浇水也是导致多肉

黑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很多人

养多肉都是浇水浇死的。养多肉要少

浇水，虽然夏天比较热，需水量比较

多，但是如果通风情况不是很好，就

一定要少浇水。

当我们看到多肉底层的叶子开

始慢慢变得褶皱了再浇水也不迟，

或者是端起花盆，要是花盆比较轻

快，也可以一次浇透水，然后放在

通风比较好的地方养护着。

3、适当淋雨

有的花友可能会问，淋雨之后

，多肉叶芯处不就会腐烂吗？其实

那是因为淋雨之后直接搬进室内，

没有及时排水通风造成的。如果要

是放在室外，通风条件比较好，适

当淋雨对 多肉也是有好处的。

雨水中也有一些营养元素能够

给多肉补充营养，有助于多肉生长

。但要是那种狂风大暴雨，为了安

全起见，咱们还是把多肉搬进室内

来吧。

4、夏天别换盆

夏天温度比较高，多肉都开始

休眠了，这个时候换盆，容易损伤

多肉的根系，多肉的根系要是伤了

，很影响生长。咱们将多肉买回家

的时候，就最好是用质量比较好的

花盆，透水透气的，种上之后就先

别换盆了，等到明年的时候再换盆

也不迟。

5、夏天少施肥

多肉在夏天养护的时候，尽量

少施肥，温度在30摄氏度以上的时

候就不施肥。夏天多肉正处在休眠

的关键时期，光浇点水它也能呼呼

长。所以夏天的时候就尽量不要打

扰多肉了，等到秋天的时候再施肥

也行。

炎热的夏天就快要到了，喜欢

养多肉的朋友就要提前开始考虑多

肉的度夏问题了。夏天养肉肉比较

困难，不过提前储备一些多肉多肉

度夏的知识，也是很重要的哦~花

友们在多肉度夏的时候还有哪些经

验，可以在评论里告诉花花~

多肉度夏难活命？
记住这5点，保住小命没问题

（中央社）台灣疫情趨緩，國內已連續33
天無新增本土病例，各項防疫措施將逐步鬆綁
，交通部因應防疫新生活已研擬 「三階段」措
施，敲定觀光和公共運輸防疫鬆綁三階段 5 月
27日上路，其中防疫旅遊首發團5月27日起跑
，6 月 1 日起，雙鐵在可保持社交距離1.5 公尺
以上開放車上飲食，端午連假取消雙鐵站票和
自由座禁令；第二階段8月1日起，國旅補助安
心旅遊上路，雙鐵可在無社交距離下全面解除
飲食禁令，並取消類梅花座限制；第三階段10
月起逐步放寬國際客來台和國人出國、恢復兩
岸停航航點。

交通部今下午將召開會議，研討防疫新生
活下的觀光和運輸業鬆綁三階段措施，考量觀
光和運輸業鬆綁三階段時間點盡量一致化，
《蘋果新聞網》上午獨家掌握交通部初步構想
，規劃觀光將有三階段鬆綁措施，第一階段為
防疫旅遊，將先由觀光業者先組團採線，體驗
後提供相關建議規劃防疫旅遊行程，方案一希
望可以在6月1日到7月31日期間推動，方案二
則是5月底到7月底，首發團可望規劃在5月27
日出發。

第二階段為安心旅遊，將由觀光局補助至
少20億元推出國旅和住房優惠，鼓勵民眾國內
旅遊，方案一希望可以在8月1日到12月31日
期間推動，方案二希望可以在8月1日起到10月
底推動；第三階段則是國際旅遊，將可開放國
際旅客來台旅遊，以及國人出國，方案一希望
可在10月1日到12月31日期間推動，方案二則
是希望在11月1日起到12月底推動。

另外風景區管制也規劃鬆綁，初期取消座
椅社交距離限制，觀光遊樂業園區人流減半希
望可提高至容許8成，希望可以6月上路；中期
規劃可取消強制旅客配戴口罩和強制量測體溫
等限制，景區停車場管制嚴擬從5成提高到7成
5，觀光遊樂園人數將從8成放寬為9成5，希望
8月上路；後期預估10月起可恢復正常。

運輸業三階段鬆綁措施，也將思考以6月1
日、8月1日、10月1日為初期、中期和後期鬆
綁時間點目標，其中雙鐵初期將先取消連假期
間站票和自由座禁令，台鐵端午連假可望恢復
對號列車銷售站票服務，高鐵端午連假也可望
維持自由座銷售服務；中期約8月左右，雙鐵和
客運則可望取消強制配戴口罩等規定，但仍可
鼓勵民眾自主性或依個人需求配戴；後期約10
月左右則可恢復大眾運輸平常管理措施。

不過相關三階段時程建議僅是交通部初步
構想，交通部將於下午會議中邀集各單位研商
討論並凝聚共識，一旦有定案方案，預計下周

將提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確認和決定。
交通部會後也敲定方向，交通部政務次長

王國材今晚表示，經部長林佳龍指示，交通部
對防疫新生活鬆綁相關措施要超前部屬，目前
已經初步敲定防疫旅遊和公共運輸採三階段鬆
綁，第一階段實施期程為5月27日至7月31日
，將先行推動防疫旅遊及初步鬆綁部分公共運
輸防疫措施，其中防疫旅遊踩線首發團確定於5
月27日啟動，觀光局也已訂定防疫旅遊參考守
則草案，針對防疫旅遊注意事項明確規範，提
供民眾及旅行社參考遵循，降低防疫風險。至
於公共運輸防疫鬆綁部分，則規劃自6月1日起
於維持社交距離下放寬臺高鐵車內飲食，惟飲
食完畢後仍須配戴口罩，另自端午節連續假期
起將取消臺鐵長途列車不售站票，及高鐵禁售
自由座車票等措施。

王國材表示，6月1日起，民眾只要搭乘雙
鐵，可以與他人保持1.5公尺以上社交距離，就
可以短暫拿下口罩在車上飲食，若旁邊有坐人
，無法保持社交距離，將不能拿下口罩飲食。

交通部表示，第二階段安心旅遊及公共運
輸擴大鬆綁，實施期程為8月1日至10月31日
，其中安心旅遊將推動國旅振興方案，提供團
體旅遊、自由行旅客住宿、遊樂園入園、台灣
觀巴、雙層巴士自由行等獎助優惠，並與地方
政府合作推動在地特色觀光活動。公共運輸鬆
綁部分，預計於8月1日解除台高鐵車內飲食管
制，並恢復列車商品販售、取消台鐵和高鐵梅
花座、解除桃園機場航廈出入口管制等，並將
視疫情狀況及指揮中心指示，取消強制戴口罩
、量體溫及社交距離限制。

王國材表示，8月1日起，民眾即便無法保
持社交距離，仍可以在車上飲食，車上飲食禁
令將全面解禁，但是否要配戴口罩和量測體溫
，仍要配合疫情指揮中心來決定，若疫情指揮
中心認為仍要戴口罩，飲食用餐後就要再戴回
口罩，若口罩禁令可以解禁，就不受口罩限制
。

另外邊境封鎖以及兩岸停航航點可能得等
到10月才能全面解封，交通部表示，由於目前
國際疫情仍屬嚴峻，因此有關國際觀光旅遊及
邊境管制逐步開放列為第三階段推動，實施期
程為10月1日至12月31日，其中國際觀光旅遊
宣導部分，將配合疫情中心及外交部，評估與
疫情控制穩定國家推動 「國際觀光聯盟」，並
視各主要客源市場邊境管制及直航臺灣航班狀
況，爭取國際來臺市場復甦及成長機會，同時
將配合指揮中心逐步放寬各項邊境管制措施，
包括解除轉機限制、返國旅客不得搭乘大眾運

輸，放寬國際郵輪靠泊，以及恢復兩岸客運航
點、海運直航及小三通客船航班等。

王國材表示，相關規劃預計下周報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若指揮中心有不同看法也可
能會調整，未來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也將滾動
式檢討，若疫情提早結束，第二和第三階段也
可能提早實施。

交通部長林佳龍今晚也強調，交通部透過
三階段防疫旅遊、安心旅遊及國際觀光旅遊的
規劃，以及各項公共運輸防疫措施的鬆綁，將
一步一步活絡國內市場，民眾生活也將逐步恢
復，同時利用臺灣穩定的疫情作為最佳的國際
行銷，相信臺灣將是亞洲，甚至是全球，觀光
復甦最快的國家，國人將共享臺灣防疫成功的
美好成果，迅速恢復經濟榮景。

另林佳龍今下午出席公開活動接受媒體訪
問時則表示，觀光鬆綁將於5月27日開跑，防
疫旅遊第一波首發團5月27日大會師，踩線團
將以台六十一線安排旅遊行程，沿途有三百公
里，旅行公會號召全國旅遊業，推出九個行程
，以三天二夜方式，將走遍台61線西濱道路，
推動幸福公路和觀光大道具體落實，包括生態
旅遊、海灣、自行車、脊梁山脈旅遊等，主題
性踩線體檢，把防疫旅遊守則加以落實和宣導
。

林佳龍也表示，目前交通部規劃草案鬆綁

將分三階段，包括防疫旅遊、安心旅遊和國際
旅遊，防疫旅遊將從5月27日開始，安心旅遊
預計8月或9月，之後疫情有控制，將適當開放
國門，鬆綁國際旅遊，將採三階段規劃，所有
時間點確定要配合指揮中心決定和判斷。

針對大眾運輸戴口罩和車上飲食解禁等，
林佳龍表示，指揮中心所提防疫新生活，將搭
配防疫運輸上，解除口罩時間點決定要再請示
指揮中心，短程捷運因為搭乘距離近，仍以戴
口罩方式做好防疫為主，大家還可以忍受，車
程半小時內可到，但雙鐵往往一搭就要數小時
，要一直戴口罩確實比較辛苦，如果能夠座位
附近寬一點，將考慮不會去強制戴口罩，最主
要是防疫新生活運動要內化，自己最了解環境
，口罩戴起來是保護別人，可維持社交距離，
口罩就可以拿下來。

林佳龍強調，未來將配合指揮中心和疫情
發展情況，目前來講，先前以端午節作為時間
點，如果整個國內疫情控制很好，也考慮提早
解除雙鐵口罩要求，口罩有可能端午節前提早
解禁；另雙鐵防疫採行梅花座也引起好評，配
位系統也希望能維持，台鐵車種多，很難一致
性要求，但是若空間比較寬暢，也比較舒服，
都是訂位系統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務；另外適當
的飲食，喝個水或吃藥，或依照身體需求等簡
易飲食，會盡快開放。

觀光鬆綁觀光鬆綁55//2727啟動啟動
雙鐵雙鐵66月有條件開放飲食月有條件開放飲食、、端午連假取消自由座禁令端午連假取消自由座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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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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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