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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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2020年6月2日 星期二
Tuesday, June 2, 2020

(綜合報道）美國
明尼蘇達州非裔男子
佛洛伊德 5 月 25 日在
遭警員壓頸致死，從
在地示威擴大成全美
暴動。然從官方驗屍
報告指出，佛洛伊德
的官方驗屍結果，死
因卻是心臟病與毒物
。對此結果，家屬懷
決定自聘專家另行相
驗。由家屬委託獨立
驗屍結果6月1日出爐
，佛洛伊德的死因是
「頸部及背部受壓迫

而窒息」。
美國非裔男子佛

洛伊德（George Floyd
）遭市警蕭文（Derek
Chauvin）壓頸致死事
件引發示威潮。然而
明尼蘇達州官方驗屍
初步結果顯示，46 歲
的佛洛伊德死於心臟
病加上 「體內可能含
有毒物」，市警當街
用膝蓋壓脖長達8分鐘
也讓他的狀況惡化。

然對官方驗屍初
步結果，佛洛伊德家
屬不信，他們委託進
行的獨立驗屍報告1日
出爐，洛伊德的死因
是 「頸部及背部受壓

迫而窒息」。威爾森
醫師（Allecia Wilson）
指出稱佛洛伊德的死
是遭白人市警 「謀殺
」。

另一位驗屍官貝
登 （Michael Baden）
也證實，佛洛伊德是
受壓迫窒息而死。貝
登表示， 「從驗屍果
顯示，沒有任何潛在
醫學問體導致或引發
佛洛伊德死亡，在案
發之前，他身體是健
康的。」

獨立驗屍結果出爐獨立驗屍結果出爐 佛洛伊德死於窒息佛洛伊德死於窒息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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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喬治 .佛洛伊德被虐待致死案，過
去六天以來至少在二十二個州四十個城市發
生大規模之暴力遊行事件，包括華盛頓特區
在內的許多大城市都實施宵禁，洛杉矶、亞
德蘭大等地的許多商家都被人洗劫搶奪，遠
在歐洲大陸的英國、法國及德國 ，昨天也有
大型之遊行聲援佛洛伊德虐死事件。 紐約市
長之女兒琪拉也因非法集結被紐約警方逮捕
，身處白宮的川普家屬也因外圍之騷動而暫
避于地下室， 一群紐約警察和市民同跪在廣
場上 ，表達他們對此事件之同情。

值此全國各地不斷之騷亂及新冠病毒之
肆虐，對我們而言可謂是雪上加霜，佛洛伊
德事件報露了目前社會上遭遇之嚴重問題，
自從一九六八年起，金恩博士所追求之種族
平等運動，掀起了非裔及少數族裔之政治意
識，甚至由奧巴馬當上了美國總統，目前在
芝加哥、亞大蘭大、明利阿波裏斯及華盛頓
特區之市長，清一色是非裔女性，他們在政

壇上之卓越表現也是來自于政
治上之公平競爭，非裔人口是
佔全國人口之百分之十叁，但
許多政治上之要角，他們有非
常出色之表現。
然而在社會各階層長期造成之
不公，讓事態擴大到不可收拾
，正如紐約市長布拉西奧所言
，結構性的種族歧視一直是萦
繞在有色人種的社區中，這次

的動蕩遊行只是表達了過去數十年來社會上
之不公平而已。

我們要強烈呼籲，全國各地之社區領袖
要立即站出來，爲這次不幸事件向國民進行
遊說， 破壞公共設施和搶奪商家之行爲是犯
法行爲，我們有絕對之權力表達心中之怒火
，但是必須在遵守法律之情況下進行。

多年來，美國之整個經濟結構在急速變
化中，在紐約金融中心操盤手及投資者和在
勞工階級之低微薪金，造成貧富懸殊越來越
大，在華府執政者多半不識人間煙火，多年
來， 國家基礎建設也多老舊，教育體系都交
由地方政府而缺乏中央統一規劃，各中小學
之間的水准參差不齊，這些種種原因已經是
冰凍叁尺非一日之寒。

我們正在面臨內憂外患之國家危機 ，全
國人民都應高度警戒 ，大家要貢獻自己力量
來拯救國家 ，也是拯救自己之時候了。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66//0101//20202020

In the last six days because of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in more than twenty-two states and in forty
U.S. cities along with thousands around the world,
protests have erupted in a global display of
solidarity. Their anger over the killing of an
unarmed black man has now spread worldwide. In
London, some protestors marched to the U.S.
embassy in the Nine Elms area of the city. Crowds
gathering varying signs that read, “Black Lives
Matter” and “Justice Can’t Wait.”

In New York City, a group of policemen knelt
together with the protesters in a group to show their
support. New York Mayor Bill Blasio’s daughter,
Chiara, was arrested over the weekend by police
and charged with illegal gathering. Mayor Blasio
said in his tweet that, “structural racism haunts
the lives of people of colors.”

We want to urge all the people and community
leaders to stand up and tell the protesters that we
all have the right to express our anger in the
peaceful demonstrations, but not to loot the stores
and businesses and destroy public property.

Social injustice and economic problems of this
country have long been issues that have created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now it is
just getting wider. The local school districts mostly
are not doing very well financially. Our nation’s
infrastructure greatly needs repairs that are long
overdue. All of these problems are worsening by
the day.

Even though we had Obama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yors of Chicago, Atlanta,
Washington DC and Houston all had
African-American leadership, at the same time the
real equality and opportunity were still missing.

With the coronavirus still spreading and now with
all the social unrest, this puts our nation in very
great danger. We hope that all citizens will
recognize that we are all in the same boat and that
we cannot afford to lose our nation.

Coronavirus DiaryCoronavirus Diary
America In CrisisAmerica In Crisis

怒火在燃燒怒火在燃燒 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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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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綜合報導綜合報導】】據印度媒體據印度媒體66月月11日報導日報導，，印度驅逐印度驅逐
22名名““參與間諜活動參與間諜活動””的巴基斯坦外交官員的巴基斯坦外交官員，，限令他們限令他們
2424小時內離開印度小時內離開印度。。

不願透露姓名的德里警方特別小組官員說不願透露姓名的德里警方特別小組官員說，，巴基巴基
斯坦代表團的三名官員周日斯坦代表團的三名官員周日（（55月月3131日日））上午上午1010時時4545
分被拘留在卡羅爾巴格分被拘留在卡羅爾巴格（（Karol BaghKarol Bagh））的比卡內維拉的比卡內維拉..喬喬
克克（（Bikanervala ChowkBikanervala Chowk），），據稱他們試圖獲取印度安全據稱他們試圖獲取印度安全
機構的機密材料機構的機密材料。。印度外交部說印度外交部說，，巴基斯坦駐印度新巴基斯坦駐印度新
德里高級專員公署的兩名外交官員因涉嫌從事間諜活德里高級專員公署的兩名外交官員因涉嫌從事間諜活
動被執法當局逮捕動被執法當局逮捕，，印度週日驅逐了他們印度週日驅逐了他們。。

德里警方說德里警方說，，這三人過去幾個月一直受到監視這三人過去幾個月一直受到監視，，
他們分別是高級專員公署阿比德他們分別是高級專員公署阿比德..侯賽因侯賽因..阿比德阿比德（（4242歲歲
）、）、辦事員穆罕默德辦事員穆罕默德..塔希爾塔希爾..汗汗（（4444歲歲）、）、司機賈韋德司機賈韋德..
侯賽因侯賽因（（3636歲歲），“），“他們試圖從一名印度國民手中獲他們試圖從一名印度國民手中獲
取有關印度安全機構的文件取有關印度安全機構的文件，，並將現金和一部並將現金和一部iPhoneiPhone
交給他時被當場抓獲交給他時被當場抓獲。”。”這次是德里警方和軍事情報這次是德里警方和軍事情報

部門聯合行動的部門聯合行動的。。據說據說，，這三名巴基斯坦人最初聲稱這三名巴基斯坦人最初聲稱
自己是印度人自己是印度人，，甚至還有假身份卡甚至還有假身份卡，，另一名官員說另一名官員說：：
““後來後來，，在審訊過程中在審訊過程中，，他們承認自己是巴基斯坦特他們承認自己是巴基斯坦特
派團的官員派團的官員，，為三軍情報局為三軍情報局（（ ISIISI））工作工作。”。”官員們說官員們說
，，根據根據《《官方機密法官方機密法》（》（Official Secrets ActOfficial Secrets Act））對他們提對他們提
起了訴訟起了訴訟。。印度外交部聲明說印度外交部聲明說，，印度政府宣布被捕的印度政府宣布被捕的
三人中兩名外交人員三人中兩名外交人員““因參與與其外交使團成員身份因參與與其外交使團成員身份
不符的活動而不受歡迎不符的活動而不受歡迎，，並要求他們在並要求他們在2424小時內離開小時內離開
印度印度”。”。

巴基斯坦臨時代辦為此提出了強烈抗議巴基斯坦臨時代辦為此提出了強烈抗議，，抗議聲抗議聲
明譴責印度說明譴責印度說““威脅和施壓威脅和施壓（（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外交官員接外交官員接
受虛假指控受虛假指控”，”，稱印度的行動違反了稱印度的行動違反了《《維也納外交關維也納外交關
係公約係公約》》和和《《外交行為準則外交行為準則》。》。

上一次發生類似事件是上一次發生類似事件是20162016年年1010月月，，當時印度驅當時印度驅
逐了巴基斯坦代表團的一名官員逐了巴基斯坦代表團的一名官員，，因為因為““他也在收到他也在收到
機密文件時被印度安全機構逮捕機密文件時被印度安全機構逮捕”。”。

(綜合報道）據印度新德里電視台報導，由於印度政府去年
11月發布的新版地圖把與尼泊爾爭議地區“劃為己有”引發尼泊
爾各界不滿，尼泊爾議會預計將很快通過一項修正案，以發行尼
泊爾版新地圖。報導稱，幾乎所有與印度有爭議的領土，例如立
普列克山口、卡拉帕尼等均將被標註在尼泊爾版圖範圍內。

印度媒體稱，預計該修正案將獲得尼泊爾議會2/3議員的支
持，滿足獲得通過的必要條件。儘管尼方尚未公佈修正案表決的
具體日期，但由於執政黨和反對黨均對此抱有共識，因此修正案
迅速獲得通過將是大概率事件。

印度外交部發言人斯里瓦斯塔瓦在5月28日舉行的例行記者
會上罕見地就印度與尼泊爾領土爭議問題“服軟”，表示印度願
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礎上，與包括尼泊爾在內的所有鄰國進行
接觸，“我們注意到，尼泊爾方面已經對爭議領土問題表達了嚴
重關切，我們將對此進行認真審議”“印度重視與尼泊爾之間根
深蒂固的歷史、文化和友好關係” “雙邊關係近年來始終處於
上升軌道”。

《印度時報》發評論文章稱，儘管印度與尼泊爾的關係自
2015年以來出現緊張，但兩國具有共同的宗教、種族和語言聯繫

，不應坐視領土爭議問題繼續惡化。文章認為，兩國現在可以通
過更為直接的對話處理問題。

一位匿名消息人士日前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印度近期與
北部主要鄰國——中國、巴基斯坦、尼泊爾的關係均出現不同程
度緊張，印度政府需要集中精力應對更為突出的印中邊境地區對
峙問題，因此勢必要對尼泊爾作出一定程度安撫。該消息人士表
示，此前尼泊爾就兩國領土爭議問題進行外交層面對話的提議遭
到印度外交部冷遇，但預計印方將很快對此作出修正，以免雙邊
關係進一步下滑。

印度驅逐兩名巴基斯坦外交人員，
稱他們用現金和iPhone交易情報時被抓

（綜合報導）新加坡最快在6月底或7月舉
行大選，標誌著該國正式邁入第四代全面接班

的階段。被視為下屆總理人選的副總理王
瑞傑接受采訪時表示，“越快完成大選，
就能越快召集國人共同應對眼前的重要挑
戰，以及接下來諸多的不確定因素”。向
內外發出了新加坡大選很快就會舉行的訊
號。

新加坡聯合晚報引述新加坡管理大學
法律系副教授陳慶文的意見指出，6 月底
可以舉行大選，但若在逐步解封的第一階
段就舉行，難免會給人操之過急的感覺，
畢竟大家都不希望新冠病毒阻斷措施使得
新加坡感染人數下降的趨勢遭扭轉。他認
為，“7月初或7月中最有可能舉行大選，

因為許多限制已經放鬆，舉行大選不會給人罔
顧公眾健康及安全的感覺。”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
授比維爾星則表示，他相信新加
坡政府已經做好舉行大選的準備
，其實去年就已經做好了準備，

任何時候都可能舉行大選，包括6月，但若舉行
選舉當天感染新冠人數突然飆升，或是有人不
幸過世，執政黨能獲得的選票就可能受影響。
這如同一場賭局。他覺得7月舉行大選的可能性
更高，因為有學校假期（7月18到26日），學
校可以騰出校舍做投票用途。

一般認為，王瑞傑提出的第四個預算案讓
新加坡每一個階層都能受惠，為執政黨加分。
在被問到是否在重啟經濟工作進入第三階段才
舉行大選，王瑞傑表示，越早應對長期挑戰，
新加坡人就能更好的脫穎而出，新加坡也將會
變得更強大。 “所以，我會說，大選一天天靠
近，必須做好準備。”

王瑞傑剛剛宣布價值新幣330億元（約合人

民幣1670億元）的堅毅向前預算案，結合前三
項預算案重點援助低收入、失業、短期受新冠
影響群體各個層面，一般認為透明公開的援助
案，對該國執政黨人民行動黨有加分作用。
振興經濟是當務之急

目前是副總理兼財政部長，主管經濟事務
的王瑞傑在面對新冠肺炎帶來的衝擊前，獲得
了總理李顯龍和總統哈莉瑪的支持，史無前例
的動用了新加坡國家儲備金共520億新元（約合
人民幣2630億元）。他強調，擴大應急基金是
防止情勢惡化，新加坡須要善用每分錢並設法
保持長期財力，保障生命安全和盡可能恢復經
濟。

王瑞傑認為，中美戰略競爭可能顯著重塑
全球供應鏈，新加坡將力促大企業和小公司攜
手組成生態系統，“我們面對的不只是接下來6
到9個月或是1年的問題，而是下個5年甚至10
年的問題。”

爭議地區被印度爭議地區被印度““劃為己有劃為己有”，”，尼泊爾想通過修法聲索尼泊爾想通過修法聲索

新加坡或於新加坡或於77月舉行大選月舉行大選 第四代接班啟動第四代接班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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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議會兩院批準使用
StopCovid手機軟件追蹤新冠病毒

綜合報導 法國議會兩院批準使用StopCovid手機軟件追蹤新冠病毒。

法國國民議會當晚以338票贊成、215票反對的表決結果批準使用

StopCovid手機軟件，法國參議院也以186票贊成、127票反對的表決結

果予以批準。該軟件最快本周末起可以下載使用。

法國衛生部長維蘭表示，為了使法國民眾能夠獲得更多的個人和集

體自由，增加社會交往，需要增加相應的工具和手段。司法部長貝盧貝

強調，該軟件具有“自願”、“匿名”和“臨時”性質，並確保警方不

會通過該軟件控制民眾行動。

法國官方於4月初開始研發StopCovid手機軟件。該軟件將通過手機

的藍牙系統工作，不會使用手機的地理位置；如果軟件用戶距離新冠病

毒感染者不到壹米，且時間持續至少15分鐘，就會發出提醒。

法國官方表示，StopCovid手機軟件也將用於幫助衛生部門更快識別

出患者親屬之外的更多密切接觸者，例如在超市或公共交通工具裏的接

觸。

該軟件本周早些時候已獲得法國國家數據保護委員會(CNIL)的

支持。CNIL 認為該軟件符合隱私保護的法律要求，並“充分保

障”軟件數據。CNIL 同時也提供了多項改進建議，包括提高提供

給用戶的信息質量，允許用戶不共享信息，提供刪除有關數據的

選項等。

根據法國衛生部門的統計，自11日啟動“解封”以來聚集性感染仍

然頻發，27日新增8起聚集性感染。法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27日為

28596例，重癥患者人數已下降至1501人。

歐盟地中海海軍部隊司令換將
接手指揮打擊利比亞武器走私

綜合報導 歐盟地中海海軍部隊28日走馬換將，新任司令意大利海

軍少將埃托爾· 索奇(Ettore· Socci)將接手指揮該部隊打擊利比亞武器走私

的軍事行動。

據歐盟理事會當日發布的公告，索奇的任期從今年5月6日算起，

至今年10月18日結束；10月19日起壹位希臘海軍將領將接替他的職位

，至明年3月31日卸任。

在近五個半月的任期中，索奇主要任務是指揮歐盟地中海海軍

部隊“伊瑞尼”(IRINI，希臘語“和平”之意)行動。今年 3月 31日

，歐盟正式發起這壹行動，核心任務是通過檢查往來地中海公海的

可疑船只，落實聯合國對利比亞的武器禁令，打擊利比亞愈演愈烈

的武器走私。

“伊瑞尼”行動發起之前，歐盟曾在地中海實施長達近5年的反偷

渡行動“索菲亞”行動，歐盟地中海海軍部隊正是因該行動創建。雖然

歐盟對外表示行動解救了數萬地中海難民，但仍於2019年決定叫停這壹

行動。

無論是“索菲亞”行動還是“伊瑞尼”行動，歐盟目標均為緩解利

比亞動蕩局勢帶來的沖擊。自2011年卡紮菲政權倒臺，利比亞各方勢力

沖突不斷，至少10萬民眾被迫逃離家園，令利比亞成為難民經地中海偷

渡歐洲的“樞紐”，致使歐盟難民問題久拖不決。

至於武器走私，今年2月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利比亞問題特別代表薩

拉姆曾表示，由於外國勢力不斷“插手”，聯合國對利比亞的武器禁運

屢遭違反，利比亞現有軍械已超2000萬件。目前歐盟僅將“伊瑞尼”行

動期限設為壹年，暫定明年3月31日就會“收兵”，其行動成效令外界

生疑。

英歐領導人下月面談“脫歐”後關系
英國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

下月將前往布魯塞爾，與歐洲

聯盟領導人進行雙方4個多月

來首次面對面會晤，以期推動

“脫歐”後英歐關系談判。

[至少見壹次]
英國《泰晤士報》報道，

英方首席談判代表戴維· 弗羅

斯特暗示，約翰遜下月將與歐

洲理事會主席和歐盟委員會主

席會談，以正式評估雙方談判

進展。按照路透社的說法，英

歐原定6月底評估談判進展。

英歐雙方定於下周開始新

壹輪“遠程”談判。弗羅斯特

暗示，約翰遜至少會在參加6

月18日的歐盟峰會後與歐盟領

導人面談。

弗羅斯特說，領導層面對

面會晤對雙方判定彼此是否可

能就關鍵議題做出讓步、以便

最終達成未來關系協議至關重

要，英歐談判團隊都希望這壹

決定由領導層作出。目前英歐

就歐盟旨在保障市場“公平競

爭環境”的多項條件存在“根

本性分歧”。英方希望獲得高

於壹般非成員國的歐盟市場準

入待遇，歐盟擔心歐盟國家企

業競爭力受損，因而希望設定

門檻，包括要求英國在環境和

勞動法等領域施行與歐盟現行

規則相仿的標準。

[咬死不延期]
歐盟負責英國“脫歐”事

務的首席談判代表米歇爾· 巴

尼耶多次強調，願把“脫歐”

過渡期延長至多兩年，前提是

英國繼續繳納歐盟預算份額。

然而，弗羅斯特 27日重

申英國無意尋求延長“脫

歐”過渡期。他說，即便雙

方未能在今年12月 31日前達

成未來關系協議，英國也將

離開歐盟。

英國今年 1 月 31 日正式

“脫歐”，隨後進入“脫歐”

過渡期，其間英歐關系維持現

狀，以便雙方談妥涵蓋貿易、

漁業、安全等領域的全面未來

關系協議。過渡期定於 12月

31日結束。如果雙方屆時未能

達成協議，英國將正式喪失現

有歐盟成員國權利，也不再需

要履行相關義務。

[首相定策略]
英國議會下院“脫歐”事

務特別委員會成員彼得· 博恩

27日向弗羅斯特問詢，約翰遜

首席顧問多米尼克· 卡明斯究

竟對政府制定“脫歐”策略發

揮多大作用。

卡明斯被曝在“封城”令

實施期間驅車前往距首都倫敦

400公裏的達勒姆市，引發輿

論嘩然。包括博恩在內，英國

各界不少人呼籲卡明斯引咎辭

職，但他獲得約翰遜力挺。

弗羅斯特回應說，就英

歐談判事務，他不聽從卡明

斯指令行事，只向約翰遜匯

報，“‘脫歐’策略由首相

制定”。

確診病例超 12萬萬
非洲多國調整防疫措施措施

非洲疾控中心數據顯示：非洲地區

54 個國家報告了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124482例，死亡3696例，51095人康復。

從確診病例數量來看，非洲地區疫

情較為嚴重的國家是南非、埃及、阿爾

及利亞、尼日利亞和摩洛哥，五國累計

新冠確診病例數約占非洲地區總數的

57%。基於本國實際情況考慮，非洲多

國調整防疫舉措。

肯尼亞正在征集醫護工作者展開疫
苗試驗

日前，有機構準備在確診病例較多

的蒙巴薩和基利菲地區展開試驗，現正

在征集400名醫護工作者參加，有報道

稱這壹疫苗已經在英國完成了超過1000

人的測試。

另外，盡管肯尼亞表示從6月2日起

所有從肯尼亞過境貨物在奈瓦沙進行清

關，但烏幹達交通部發表的壹份公報顯

示，烏幹達將繼續通過蒙巴薩運輸貨物

，預計肯尼亞、烏幹達和盧旺達交通部

將就此事進行磋商。

納米比亞多地進入國家緊急狀態第
三階段

當地時間5月28日下午，納米比亞

根哥布總統召開疫情新聞發布會，宣布

全國除鯨灣以外的所有地區將從6月2日

起進入國家緊急狀態第三

階段，為期28天。鯨灣將

從6月2日起重新進入第壹

階段，為期7天。第三階段

部分解除禁酒令，允許酒

吧周壹至周六的12至18時營業，允許在

家中飲酒，允許餐廳在實施嚴格衛生措

施和預約登記前提下提供堂食。夜店和

賭場仍禁止營業，周日和公共假日禁止

售酒。禁止50人以上集會。

埃及調整宵禁時間
從5月30日開始，全國實施新的宵禁

時間，從晚上8點開始到第二天早6點結

束。咖啡館、餐廳等將繼續關閉。餐廳

可提供外賣服務，但須同時遵守所有防

疫措施。

貝寧政府放松部分疫情管控措施
貝寧政府於當地時間5月27日召開

內閣會議，決定進壹步放松部分疫情管

控措施。會議決定，6月2日起，宗教場

所和酒吧重新開放，公共交通恢復通行

。酒吧經營者必須安裝洗手或消毒設備

，並確保顧客遵守壹米以上安全距離。

公交司機必須確保乘客佩戴口罩、保持

距離。暫不開放迪廳和沙灘，暫不允許

舉辦歡慶活動。

為確保疫情防控效果，公共場所強

制佩戴口罩；人與人之間保持1米以上

安全距離；飯店、餐館就餐須間隔1米

以上；出租車乘客人數限制為5座車輛

最多3人、9座車輛最多5人；購物場所

人與人之間須保持1米以上距離並佩戴

口罩。

塞內加爾青奧會籌備工作仍在推進
作為2022年夏季青年奧林匹克運動

會的舉辦國，塞內加爾國家奧林匹克及

體育委員會5月27日在新聞公報中稱，

雖然新冠肺炎疫情使許多活動停止，但

2022年青奧會的籌備工作仍在推進。

津巴布韋“封城”措施降為2級
津巴布韋警方稱，該國3月30日開

始“封城”政策以來，已有超過4萬人

因違反“封城”政策被逮捕或罰款，大

部分人被處罰是因為出行未戴口罩或無

合法理由外出。目前該國的“封城”級

別已從4級降為2級，民眾可以外出但必

須戴口罩，企業可以復產復工，除酒吧

、電影院、健身房之外的商業設施可以

開放。

法國通過“15天喪子帶薪假”
綜合報導 據報道，在法

國總統馬克龍的敦促下，法

國國會通過壹項法案——將

25歲以下子女去世的父母的

喪子帶薪假從5天延長到15天

，且可以自子女去世之日起

立即享有。

由於該假期薪酬由企業

承擔，很多議員認為延長假

期即意味著讓企業其

他員工買單。在今年 1

月 30 日國會投票表決

中，該提案未能通過

。法國不屈服黨議員

魯芬當時指責“這是

悲劇中的悲劇”，右

派 共 和 黨 也 認 為 這

“很恥辱”，政府不

願幫助喪子父母走出

悲痛。事後，馬克龍

也承認政府工作“出

現失誤”，罕見呼籲國會

“做出人道決定”。

在討論中，勞工部長佩

尼科稱“孩子的死亡是難以

想象的痛苦”，國家和企業

必須盡最大可能支持家庭。

報道稱，法案通過後，申請

休假者既可以是私企雇員，

也可是個體經營者、公務員

、農民甚至求職者。而且，

為進壹步保護父母，該法案

還規定，除非用人單位可以

證明休假者存在嚴重過失，

否則在子女死亡13周內，不

得解聘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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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家晶圓廠台灣首家晶圓廠 聯電面板驅動聯電面板驅動ICIC世界居冠世界居冠
（中央社）聯電成立於1980年，是台灣首

家晶圓製造廠，並曾創下多項紀錄，但目前晶
圓代工市占率7.9%，落後台積電，不過在務實
策略下，聯電於面板驅動IC領域仍居世界第1
。

聯電成立滿40週年，兩位共同總經理簡山
傑與王石發給員工一封信，表示聯電從幾百名
員工，發展至今已有1.9萬人，感謝員工與眷屬
們的努力與支持。

簡山傑與王石期勉員工們能夠持續攜手向
前，不要只看到別人很厲害，聯電在一些領域
也有不錯表現，如在面板驅動IC領域市占率即
高居世界第1，在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驅

動IC也居領先地位。
聯電近年採取兼顧財務體質改善及持續成

長的經營策略，簡山傑與王石說，目前已看到
調整成效，不僅去年度盈餘預計每股配發新台
幣0.75元現金，為9年最高水準，今年來產能利
用率也維持90%以上高檔水位。

為慶祝成立40週年，聯電不僅在每個廠區
擺設慶祝40週年的裝置，並發給員工磁鐵等小
禮物，還發給每人1000元購物金，自行選購手
提包與外套等紀念品。

聯電1980年自工研院分割成立，也是新竹
科學園區首家廠商，比起台積電1987年成立，
聯電成立時間比台積電早了6年多。

聯電40年來曾創下多項紀錄，不僅於1985
年掛牌上市，成為首家上市的半導體廠，2000
年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也是第1家在紐
交所上市的台灣半導體廠。

聯電經營策略相當靈活多變，除將 IC 設
計部門分割成立聯發科與聯詠等多家IC設計廠
，於1995年轉型為純晶圓代工廠，並展開多起
合資、合併與收購行動。

1995年，聯電與美、加11家IC設計廠合
資成立聯誠、聯瑞、聯嘉積體電路公司，並於
1998年接連取得合泰半導體晶圓廠與新日鐵半
導體，2000年聯電又與聯誠、聯瑞、聯嘉與合
泰進行五合一。

聯電前董事長曹興誠因而被控涉嫌背信，
並辭去董事長職務，一度引起軒然大波，最後
法院判決曹興誠無罪。聯電於2013年3月取得
和艦科技晶圓廠。

聯電目前共有12座晶圓廠，有4座12吋廠
、7座8吋廠及1座6吋廠，遍及台灣、新加坡
、日本與中國，月產能超過75萬片約當8吋晶
圓。

考量半導體產業景氣循環起伏大，聯電不
再做盲目資本競賽，資本支出規劃縝密，兼顧
客戶需求與資本利用最佳化，以求產業的健康
發展。

（中央社）創刊32年、全台唯一晚報 「聯
合晚報」驚傳停刊。聯晚表示，今天下午出刊
後將畫下句點，將留任所有外勤記者，也將為
訂戶提供退費或轉訂方案。

聯合晚報在今天早上在聯合報官網公告，
自6月2日起停刊，創刊32年又3個多月的聯合
晚報今天下午出刊後，畫下句點。

聯晚表示，因受讀者閱讀習慣改變、數位

媒體發展和（2019 冠狀病毒
疾病，COVID-19）疫情等因
素影響，聯晚決定終止發行。

身為台灣目前唯一的晚
報，聯晚表示自己的階段性任務已完成，感謝
讀者的支持，讓聯晚走過1萬多個日子。

聯晚公告指出，訂戶權益將獲得充分保障

，聯合報系提供各種方案讓訂戶選擇，包括轉
訂聯合報系其他產品或退費。另外，採訪中心
的外勤記者全部留任。

聯晚表示，聯合報系除了繼續經營現有的
報紙，也將推出數位新產品，以因應下一階段
閱讀時代的來臨。

聯合晚報將停刊2日起不再出刊

統一超6/1開放口罩預購
全家6/2門市購買

（中央社）口罩銷售禁令將解除，各家超商
也紛紛出招，一片口罩的會員價甚至不到新台幣
5元。統一超商今晚宣布，6月1日下午3時開放
預購2萬5000盒；全家6月2日門市開賣2萬盒，
萊爾富、OKmart分別預計6月2日、3日開賣。

台灣自今年 1 月起啟動口罩徵收制度，並
採取每人限額限次限量的實名制購買，這項制度
隨著疫情趨緩，6月1日將正式解禁。目前政府
每天仍向廠商徵用總額800萬片口罩，口罩廠商
其餘產能將能自由內、外銷，與實名制並行。

統一超商今天晚間宣布，首週預購加門市
販售已備妥250萬片台灣製醫療用口罩，會陸續
到店，未限制購買數量，但呼籲勿囤貨。

統一超商表示，臨櫃預購期間自6月1日下
午3時起到6月6日午夜12時前，可預購50入盒
裝的口罩，售價250元，等於每片5元，首批限
量2萬5000盒；會員若使用icash2.0、icash Pay、

OPEN錢包等支付工具結帳，享95折優惠，等於
1盒237元，1片不到5元。預購最快6月6日後陸
續發貨，民眾接到通知後再去門市取貨。

不過，統一超也強調，預購跟門市販售只
限具有販賣業藥商許可執照的門市，並非每家店
都有此執照。

全家表示，積極與口罩製造商協調後，提
供限量台灣製2萬盒醫療用口罩，一盒50片，民
眾6月2日起可到全台超過3600家全家門市購買
，一盒優惠價299元；全家會員能以一盒249元
購買，會員價1片不到5元，各店配給數量有限
，目前只提供盒購，不能散裝購買，但未限制購
買數量。

萊爾富也預計6月2日開賣，但價格、規格
、數量還未確認；超商OKmart表示，經過與廠
商協調，最快在6月3日開始販賣醫療級口罩，
但各門市依實際到店時間為主。

口罩銷售禁令解除口罩銷售禁令解除
口罩銷售禁令口罩銷售禁令66月月11日正式解禁日正式解禁，，上午在藥局架上可買到醫療用口罩上午在藥局架上可買到醫療用口罩，，但有限制購買數但有限制購買數

量避免囤貨量避免囤貨。。

2020年6月1日（星期一）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根據中美今年1月份簽署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
國同意今年額外購買185億美元的美國原油、煤

炭和其他能源產品，到2021年進一步增至339億美元。
彭博引述Clear View分析的中國海關數據顯示，在截至
4月的12個月內，中國僅從美國進口了36億美元的煤
炭、石油、石油焦和其他能源產品。白宮也暗示了貿易
可能受到的干擾。“中國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目前仍在繼
續，可能會取得進展，”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
洛(Larry Kudlow)上周四（5月28日）在接受CNBC採
訪時表示。
美國剛剛將33家中國實體列入貿易黑名單，並宣

稱香港不再有理由享有美國法律賦予的特殊待遇。中國
也警告說，如果美國對中國實施制裁或干預中國內部事
務，中國將進行反制。
事實上，香港與美國之間貿易額約380億美元，而

美國對香港貿易順差高達334億美元。美國對香港保持
着最大單一國家或地區順差，在美國貿易體系中十分難
得。其次，有1,300多家美資企業在香港經營，這些美
國企業在香港享有進入中國內地和東南亞的便利。

香港美商會：悲慘的一天
如今特朗普宣布將取消香港特殊待遇，香港美國商

會形容是悲慘的一天。路透社報道，香港美國商會會長
早泰娜表示，他們和香港以及港人都有很深厚的關係，
形容是悲慘的一天，對於在香港的美國人而言，無論是
企業或家庭，都需要時間消化後續影響。她強調商會將
繼續與會員合作，維持香港作為重要商業中心的地位。
彭博在另一篇報道指出， 隨着政治局勢緊張，還

會令諸如高盛和摩根大通等華爾街巨頭在中國面臨數以
百億美元計的風險。2019年，美國五家大型銀行在中
國的敞口總額 708 億美元，與 2018 年相比增加了
10%；僅摩根大通一家在貸款、交易和投資方面的敞口
就達到192億美元。
儘管它們在中國的資產規模相對而言較小，但如果

金融服務公司也捲入兩國之間針鋒相對的對立狀態，那
麼它們在中國龐大的擴張計劃可能會成為泡影。這不僅
會給它們的增長計劃蒙上陰影，還會威脅到多年來為阿
里巴巴等中國公司提供諮詢服務的收入。

“中美冷戰”不利開展業務
高盛估計，到2026年，中國券商行業的利潤可能

會達到470億美元，而外國公司將爭取到相當大的佔有
率。此外，還有估計達到80億美元的商業銀行利潤，
以及基金巨頭如貝萊德和Vanguard集團也參與角逐的
30萬億美元資產。曾在兩家中資銀行擔任董事十多年
的前銀行家James Stent 表示，“中美冷戰”不利於在
中國開展業務的計劃。

上調中國關稅 削弱美企盈利
事實上，中美貿易戰已令美國企業嚐到苦頭，紐約

聯儲副行長Mary Amiti以及哥倫比亞大學Sang Hoon
Kong和David Weinstein等三位經濟學家撰寫報告稱，
截至2019年底，關稅上調削弱了投資增長0.3個百分
點，到今年年底會再削弱1.6個百分點。報告稱，美國
公司承擔了美國進口關稅上調的幾乎所有成本，而中國
的關稅也導致向中國出口的美國公司的盈利能力下降。
上述結論與特朗普屢次宣稱的中國為關稅“埋單”的說
法相左。
研究人員估計，約有46%的美國公司通過進出口或

者子公司的銷售而與中國存在關聯，平均而言，它們
2.3%的收入來自中國。報告指，中美貿易戰已令美國公
司的市值損失了1.7萬億美元，到今年年底時這些公司的
投資增長率下降近2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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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緊張局勢加劇，美國總統特

朗普宣布將會撤銷美國對香港特殊待遇地

位，固之然對香港略有影響，但香港問題

加劇了中美的緊張局勢，對美國及美國企

業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中美貿易協議中，

中國購買520億美元美國能源的交易，正

面臨着告吹的風險。同時有研究指，中美

貿易戰已經令到美國公司的市值損失了

1.7萬億美元。華爾街大行在中國的擴張

大計，亦可能會因為中美關係緊張而泡

湯。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華爾街大行
近年不斷擴展在華業務

高盛多年來一直在努力爭取獲得對其在中國業
務的控制權，今年贏得了批准。執行長David Sol-
omon承諾將向中國業務注入數億美元的新資金。
該行還計劃進行大規模的招聘，將其員工人數增加
一倍至600人，並擴大多項業務。高盛列出的去年
底對中國的“跨境敞口”為132億美元。不過其在
中國的兩個實體資本僅18億元人民幣，盈利近3億
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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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去年在北京主辦了有1,900名投資
者和600家公司參加的年度峰會，其執行長James
Gorman當時表示，該銀行在中國是為了長遠目
標。他強調了該行在中國已經存在25年，以及為中
國企業處理了數以千億美元的股權和合併交易。摩
根士丹利今年獲准持有其證券合資公司的多數股
權，去年對中國客戶的淨敞口為41億美元。

自1921年以來，這家美國最大的銀行一直在中國
開展業務。執行長Jamie Dimon曾表示，摩根大通致
力於將其“全部力量”帶到中國。今年，摩通太多申請
對一家資產管理公司以及一家證券公司的完全控制權，
並正在擴大其在上海市中心中國最高摩天大樓中的辦公
空間。摩根大通2019年在中國的總敞口為192億美
元，其中包括113億美元的貸款和存款，以及65億
美元的交易和投資。摩根大通中國銀行子公司去年
的資產為470億元人民幣，盈利2.76億元人民幣，
其新啟動的證券公司資本金為8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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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集團自1902年以來一直在中國開展業務，
截至去年底，在中國的敞口總額為187億美元。其在
中國的銀行業務總資產1,780億元人民幣，盈利21
億元人民幣。花旗集團正在中國設立一家新的證券公
司，並且是美國唯一一家在中國擁有消費銀行業務的
銀行。過去十年來，它在中國的總收入翻了一番，超
過了1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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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遇近30年最嚴重蝗災
已摧毀約5萬公頃農田

綜合報導 印度近日再次遭受蝗災，

5月上旬以來多地出現大量蝗蟲並造成

農田損毀，部分城市區域也出現蝗蟲群

。印度政府稱，這是印度近30年來遭受

的最嚴重蝗災。

據印度媒體報道，大批蝗蟲自5月

上旬進入印度西部拉賈斯坦邦後不斷向

南部和東部蔓延，截至目前已摧毀約5

萬公頃的農田。

當地媒體27日援引印度農業部下屬

蝗蟲預警組織副主任古爾賈的話說，在

拉賈斯坦邦和中央邦的部分地區有8至

10個活躍蝗蟲群，每個蝗蟲群面積約為

1平方公裏。根據風向情況，蝗蟲群可

能在未來幾天向首都新德裏方向移動。

蝗蟲預警組織已在26日晚間向旁遮

普邦、哈裏亞納邦和古吉拉特邦等地發

出預警，提醒當地防範蝗蟲入侵。印度

政府也已派出無人機等追蹤蝗蟲群並噴

灑殺蟲劑。

據報道，每年6月至11月間，印度

拉賈斯坦邦和古吉拉特邦常會出現蝗災

。但此次蝗災較往年提前壹個月開始，

蟲群規模大且蔓延範圍較廣。與以往不

同還體現在，歷史上罕見蝗蟲的地方如

齋普爾、瓜廖爾等地都出現大面積蝗蟲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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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隨著新冠疫情在韓國再次擴散

，韓國第二輪返校的首日(27日)，有超過500

所學校未能如期復課。為防控疫情，韓國規定

國內及國際所有航班的乘客必須佩戴口罩。另

外，最大程度減少與機場及航空公司工作人員

接觸的“無接觸登機”也逐漸普及。

據報道，韓國教育部表示，以27日下午

1時30分為準，韓國有561所學校推遲返校

，占比高達2.7%。其中，因富川物流中心發

生群聚性感染，富川市共有251所學校推遲

返校。另外，慶尚北道龜尾市有181所學校

、首爾市有111所學校推遲返校。

韓國教育部表示，將在防疫部門流行病學

調查結果公布後確定新的返校時間。當天，韓

教育部還向各學校發布了更新版學校防疫應對

方針。方針指出，今後若要調整返校時間，需

由教育部、教育廳、學校和防疫部門協商後決

定。方針還對空調使用、出現癥狀的學生保護

、口罩使用、保持距離等情形進行了規定，並

禁止學生放學後前往練歌房等公共設施。

另壹方面，韓國規定，自27日，乘客在

乘坐韓國所有航班時均需佩戴口罩。韓金浦

機場國內線出發大廳幾乎所有乘客都佩戴了口罩，使用自動

取票機的乘客多於使用機場值機手續辦理櫃臺的乘客。

為減少接觸，仁川國際機場還推出了減少乘客與職員對

話的行李托運智能秤服務，乘客只需將行李放在秤上，秤便

自動測量體積和重量，並告知乘客是否可攜帶登機。

韓國央行再降息
預測今年GDP負增長
綜合報導 韓國央行韓國銀行28日

宣布降息，並大幅下調今年經濟增長

預期至-0.2%。這是自全球金融危機

2009年後，韓國官方時隔11年再次預

測經濟負增長。

新冠肺炎疫情重挫韓國經濟。今

年第壹季度，韓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

(GDP)環比出現負增長，出口額和進口

額同比下降2%和4.1%；4月，貿易收

支時隔8年多首次出現逆差。韓國總統

文在寅表示“經濟進入戰時狀態”。

韓國央行28日舉行金融貨幣委員

會會議，決定將基準利率從現有的

0.75%下調至0.5%。這是韓國時隔兩個

多月再次降息，今年3月韓國央行將

基準利率下調至0.75%，致韓國基準利

率首次跌破1%。

韓國央行分析稱，全球經濟受疫

情嚴重影響，韓國經濟增長放緩，消

費市場低迷，就業市場惡化，預計隨

著疫情持續，國內經濟將在壹段時間

內延續低迷。

央行表示，今年GDP增長率將大

大低於此前預測，且未來增長空間不

確定性增加；將維持寬松的貨幣政策

立場。

當天，央行發布經濟展望報告稱

，受疫情影響，將今年GDP增長預期

下調至-0.2%。此前，央行2月已將經

濟增長預期從2.3%下調至2.1%。

韓國央行行長李柱烈在當天的新

聞發布會上表示，此次降息後，利率

接近有效下限。

針對經濟負增長的預期，他稱，

是基於疫情全球流行在今年二季度達

到峰值、且韓國不會出現二次暴發的

假設條件下。他說，如果疫情提前得

到控制，韓國經濟有望實現增長；但

若疫情持續惡化且韓國疫情再次暴發

，經濟可能出現更大幅度下降。

韓國首都圈公共設施將停止運營兩周
維持生活防疫體系

綜合報導 近日，韓國京畿道富川

coupang物流中心發生集體感染，韓國疫

情急速擴散，確診病例回升。韓國政

府決定，6月 14 日之前暫停首都地區

公共、大眾設施的運營，大幅加強防

疫工作。

但是，由於確診患者的發生地區有

限，韓國政府決定暫時維持現行的生活

防疫體系。

韓國保健福祉部長官樸淩厚28日表

示，擔心發生與富川物流中心相關的首

都圈連鎖感染，考慮到潛伏期，今後1

至2周期間將成為防止首都圈感染擴散

的重要關口。

從5月29日到6月14日為期2周左右

的時間內，首都圈的所有部門將加強防

疫管理。

韓國政府決定暫停美術館、博物館

、公園和國立劇場等首都圈內所有公共

、大眾設施的運營。

另外，還取消或延期首都地區內政府和

地方自治團體，公共機關主辦的活動。

同時，韓國政府還要求公共機關積

極利用時間差上下班和在家辦公等彈性

工作制度，降低接觸密度。

此外，韓國政府決定對首都圈內娛

樂設施下達相關行政措施。希望各場所

兩周內控制營

業，若要營業

需嚴格遵守防

疫守則。

關於防疫

體系的變更問

題，樸淩厚雖

然表明了維持

生活防疫的方

針，但同時表

示如果無法阻

止擴散趨勢，

只能恢復“保

持社會距離”的措施。

韓國政府從3月22日至4月19日期

間，先是實施對部分大眾設施下達勸告

停止營業的“加強社會距離”方針，之

後又放寬限制，實行“保持社會距離”

措施，5月5日開始轉換為“生活內保持

距離”，即生活防疫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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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法委員會日前舉行全體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在會議上強調，要堅決貫徹落

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支持依法打擊嚴重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

特別行政區事務的活動。公安部黨委、國家安全部黨委日前亦分別召開會議，表

示各級國家安全機關堅決履行國家安全機關職責，以實際行動維護國家安全、護

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政法委：依法打擊危害國安活動
公安部黨委國安部黨委：實際行動護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駐東盟大使鄧錫軍
29日在雅加達表示，只有國家安全有保障，
香港的繁榮穩定才能有保障。港區國安法立
法決定通過之後將啟動立法程序，將使香港
有更加完備的法律體系、更加穩定的社會秩
序、更加良好的法治和營商環境，有利於維
護“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有利於維護香
港的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地位。相信這將
有利於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及香港與東盟更好
開展經濟合作。

當日，2020年第一次“中國—東盟關係
雅加達論壇：中國—東盟抗疫合作研討會”
以視頻方式舉行。鄧錫軍在回答媒體提問時
表示，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基本前
提。現實情況是，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
以來，“港獨”和激進分離勢力活動日益猖
獗，暴力恐怖活動不斷升級，嚴重危害香港
公共安全，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

線，對國家安全構成現實威脅。

保障國際社會共同利益
他表示，世界上任何國家，無論是實行

單一制還是聯邦制，國家安全立法都屬於國
家立法權力。中國中央政府對維護國家安全
負有最大和最終的責任。中國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根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從國家
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是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
領土完整，築牢“一國兩制”制度根基的必
要舉措，是保障香港長治久安，防範遏制外
部勢力插手干預香港事務的必然選擇，合理
合法，勢在必行。
鄧錫軍說，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

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打
擊的是極少數人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
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的行為以及外國和境外勢

力干預香港特區事務的活動，保護的是遵紀
守法的絕大多數香港市民，保障的是香港居
民以及外國在港機構和人員的合法權益，維
護的是國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這也符合包
括東盟在內的國際社會共同利益。

郭聲琨日前在主持召開中央政法委員會全體會
議時強調，要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

要講話和全國兩會精神，緊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
標任務，全力抓好今年政法各項工作，以新狀態新
成績為黨和國家事業作出新貢獻。

堅決捍衛國家政治安全
在確保民法典全面準確適用等的同時，郭聲琨

強調，要堅決貫徹落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
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
行機制的決定，支持依法打擊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
行為和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
區事務的活動，更好保障香港廣大市民的合法權益
和自由，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國務委員、公安部黨委書記、部長趙克志日前
主持召開公安部黨委（擴大）會議時指出，十三屆
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批准了政府工作報告和其他
報告，審議通過了民法典，作出了關於建立健全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的決定，意義重大而深遠。

體現黨中央護國安意志
會議強調，要嚴密防範、嚴厲打擊境內外敵對

勢力滲透顛覆搗亂破壞活動，堅決捍衛國家政治安
全。要認真學習貫徹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
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
機制的決定，全力指導支持香港警隊止暴制亂、恢
復秩序，堅決維護香港安全穩定。

國家安全部黨委書記、部長陳文清日前主持召
開部黨委會議，表示剛剛閉幕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三
次會議高票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
制的決定》，充分體現黨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強
意志和堅定決心，充分體現黨中央對香港整體利益
和香港同胞根本福祉的堅決維護和最大關切，釋放
了國家安全底線不容觸碰的強烈信號，對確保“一
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深遠歷
史意義。
國家安全屬於中央事權，中央對維護國家安全

負有最大和最終責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出的決
定，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決定。有關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建立後，懲治的是極少數
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和個人，保護的是廣大香
港市民的權利和自由。
國家安全部黨委要求各級國家安全機關要認真

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和全國兩會精神，
全面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增強“四個意
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嚴
格根據法律授權，堅決履行國家安全機關職責，以
實際行動維護國家安全、護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香港文匯報綜合報道 歐盟27國的外交部長在上周
五舉行視像會議，主持會議的歐盟外交政策高級代表博
雷爾（Josep Borrell）在會後代表27國和歐盟發表聲
明，稱港區國安法將“嚴重損害及破壞‘一國兩制’原
則”，不符中國在《中英聯合聲明》中的國際承諾和基
本法。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同日強烈敦促歐方恪守國
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尊重中方維護國家安全的努
力，不以任何形式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以實際行
動維護中歐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

僅瑞典提出制裁
博雷爾在聲明中聲稱，香港的自治被中國全國人

大的決定“削弱”、危及香港自治，又稱歐中關係建基
於互相尊重和信任，中國全國人大的決定會令人質疑中
國會否遵守其國際承諾，歐盟會繼續透過對話向中國傳
達就香港局勢的憂慮和看法。被問及會否制裁中國時，
他明確表示，制裁中國不能解決香港問題，而在是次會
議中，只有一個成員國提出制裁。其後瑞典證實，唯一
提出制裁的國家是瑞典。瑞典國會之前通過，指示瑞典
政府要在歐盟提出制裁中國。
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其後回應歐盟有關涉港聲

明時強調，中國政府治理香港的法律依據是中國憲法和
香港基本法，不是《中英聯合聲明》。借《中英聯合聲
明》指責中國違背國際承諾毫無道理。

發言人表示，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事
務是中國內政，維護國家安全歷來是中央事權。中國全
國人大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是依照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履
行權利和責任。有關決定的目的是為了堵上香港國家安
全的漏洞，扭轉香港社會出現的混亂失序、暴力肆虐狀
況，確保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國安屬中央事權非地方事務
他續說，有關決定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提供了根本保障，
針對的僅是分裂國家、顛覆政權、恐怖活動和外來干涉
這些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不會影響香港居民的權
利和自由，不會影響外國投資者的正當權益。

中國駐瑞典大使館發言人亦發表聲明指出，國家
安全是中央事權，不是地方事務。世界上任何國家，無
論是單一制還是聯邦制，國家安全立法都屬於國家立法
權力。中央政府對所有地方行政區域的國家安全負有最
大和最終責任，也享有和行使一切必要權力，這是基本
的國家主權理論和原則，也是世界各國的通例。發言人
表示，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純屬中國內政，不容
任何外部勢力以任何藉口、任何形式加以干涉，希望瑞
典有關方面和社會各界在涉港問題上明辨是非，堅持客
觀公正立場，不要做損害中國的主權、統一、領土完整
和國家安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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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東盟大使：立法更利港與東盟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5月
30日發表題為《中國人民不吃美國這一套》
的“人民銳評”，全文如下：
荒唐，荒謬！當地時間5月29日，美國

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美國
“將採取行動，取消香港作為中國一個單獨
的海關和旅遊地區所享有的優惠待遇”，並
將制裁“有損香港自治”的官員、暫停被認
定為有損美國國家安全的中國學生入境。
此前，就涉港國安立法，美國一些政客

多次“放出口風”將制裁香港。當這一天到
來時，並不讓人愕然，但制裁本身自始至終
都是荒唐可笑的。
究其因，香港是中國的香港，拿香港說

事就是干涉中國內政。“全國人大從國家層
面推進涉港國安立法完全合憲、合法、合
情、合理”，這是中國人的共識。這項重大
涉港決定，符合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符合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
的根本利益。
捍衛國家安全，維護香港安定，這是中

國的內部事務，美國政客有什麼資格說三道
四？美國政府有什麼權力制裁中國？肆意干
涉中國內政，橫插一杠子，這不是霸權又是
什麼？
最可笑的是，美國政客日前叫囂要取消

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此番言辭，不僅無
良，而且無知。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是關
貿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賦予的，
美國一些政客想取消就能取消得了？還真把
世貿組織當成可任意揉捏的自家機構了？美
國政府所能做的極限，就是取消給予香港和
中國內地不同的關稅、出口管制和旅行待遇
政策等而已。
即便要取消，美國也要掂量一下對自己

的影響：據權威統計，過去十年，美國在香
港賺取的貿易順差是其全球貿易夥伴中最高
的。2009年至2018年期間，相關貨物貿易順
差的累計總額達2,970億美元。
其實，面對美國政客的一再威脅，香港

特區政府早就有過考量。據報道，特區政府已
為美國近期可能對港採取的各種經濟制裁措施

作出“充足應對準備”，美國如在獨立關稅區
地位、敏感技術進口和聯繫匯率三方面對香港
作出打擊，香港都不會受到嚴重影響。更何
況，國家的支持一直是香港這些年應對各種不
利局面的底氣，這次也不會例外。
為在香港一逞私慾，美國一些政客一再

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惜違背國際法和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不過，這些所謂的威脅與制裁
手段，實際效果有限，給人黔驢技窮之感。

其實，反覆施壓、多重威脅、叫囂制
裁，美國這套招式，中國人這幾年真是見慣
不驚了。現在美國又威脅制裁香港，只能說
是故伎重演，這套把戲嚇不倒誰。中國人不
信邪、不怕壓，從來不吃這一套！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沒有人比中央政
府更關心香港的繁榮穩定和香港居民的根本
福祉。”奉勸美國一些政客，莫再在歧途上
越走越遠，莫再在泥淖中越陷越深。停止以
任何方式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多做有
利於香港繁榮穩定和雙邊關係發展的事，方
是正道！

人民銳評：中國人民不吃美國這一套

■中央政法委員會日前舉行全體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要堅決貫徹落
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網上圖片

■鄧錫軍表示，只有國家安全有保障，香港
的繁榮穩定才能有保障。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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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股市復甦仍存在意想不到的意外問題美國股市復甦仍存在意想不到的意外問題
人們需要謹慎進行股票投資人們需要謹慎進行股票投資 並謹慎如何花錢並謹慎如何花錢

4040個大城市為弗洛伊德的死爆發憤怒示威和社會危機個大城市為弗洛伊德的死爆發憤怒示威和社會危機
警車燒毀商店洗劫一空美國旗被毀美國進入緊急狀態警車燒毀商店洗劫一空美國旗被毀美國進入緊急狀態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自美國重新開放
美國以來和新冠病毒的疫苗有希望將在2020年
底準備就緒，美國股市開始從低位反彈。經歷
了疫情大流行，經濟封鎖以及數以千萬人失業
的美國股市反彈，現在股市仍然存在不斷的動
盪。從新冠病毒疫情與復工進展來看，上周美
國疫情整體轉好。現有全部50個州均已復工復
產，市場預期經濟快速修復，推動價值多樣性
反彈。所以在以上因素下，近期美股週期與 價
值板塊出現'回漲'。但從最新觀察到數據看，經

濟基本面的修復或許不會一帆風順。美國經濟
迅速重新開放的前景，以及避免第二波疫情，
推動了股市的反彈。美國股市從一場市值蒸發
12萬億美元的大跌中，已經收復超過三分之二
的損失。標準普爾500指數的估計 因此升至20
年來的最高水平，上升勢其擴散至銀行和互連
等行業。

不幸的是，一周前出現了一個意外的事件
，美國警察跪殺非裔美國人弗洛伊德致死後，
美國股市在數十個城市發生社會動盪後受到考

驗。沒有安全的社會造成了美國股市損失。標
準普爾500指數期貨稍早一度下降1.1％，東京
時間上午 9：21，跌幅縮小至 0.2％，納斯達克
100指數合約下降了0.3％。了4.5％。

美國經濟全面復甦和新就業改善存在隱患
。美國重新開放後，除了密蘇裡州和德克薩斯
州確診病例的急劇增加，5 月 29 日加州重新確
診病例創始疫情以來新高，其次最新公佈4月居
民消費能力與預期顯著下降，或對經濟復甦產
生拖累。此外，美股還面臨兩個潛在風險：首

先是估計'泡沫'依然顯著，另外近期美國多地爆
發暴力活動，中美繼續在多個領域博弈，以上'
黑天鵝'事件衝擊力度或還 未顯現。不過機構也
會例舉舉起幾個關鍵潛在利好。廣發認為由於
大選替代，不排除川普為追求連任，出台更多
股市呵護政策的可能性。如1928年以來歷次大
選年中，美股在大選前3個月下降的出現8次，
其中7次現任總統最終敗選 。面對未知的挑戰
和風險，人們需要謹慎進行股票投資 並謹慎如
何花錢。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55月月3131日日，，美國警察跪殺非裔美國美國警察跪殺非裔美國
人弗洛伊德致死一案引發的抗議狂潮仍在全美蔓延人弗洛伊德致死一案引發的抗議狂潮仍在全美蔓延。。警民對峙警民對峙，，
商店遭劫商店遭劫，，垃圾在馬路中間燃燒垃圾在馬路中間燃燒............從明尼阿波利斯到華盛頓從明尼阿波利斯到華盛頓，，
紐約紐約，，洛杉磯洛杉磯，，全美多個大城市被拖入暴力騷亂的漩渦全美多個大城市被拖入暴力騷亂的漩渦。。在弗洛在弗洛
伊德長大的城市休斯頓伊德長大的城市休斯頓，，55月月2929日當天日當天，，有有88名警察在執法中受名警察在執法中受
傷傷，，1616輛警車遭到抗議示威者破壞輛警車遭到抗議示威者破壞，，超過超過100100人被捕人被捕。。休斯頓星休斯頓星
期五期五，，數千人參加了喬治數千人參加了喬治••弗洛伊德弗洛伊德（（George FloydGeorge Floyd））成長所在成長所在
的休斯頓市政廳前的一次集會的休斯頓市政廳前的一次集會。。這次集會主要是和平的這次集會主要是和平的，，但警察但警察
顯然已經拘留了一名擁有步槍的婦女顯然已經拘留了一名擁有步槍的婦女，，並試圖用它來煽動人群並試圖用它來煽動人群。。
人群穿過休斯頓市中心到達市政廳人群穿過休斯頓市中心到達市政廳，，高呼高呼““不公正不公正，，不和平不和平””和和
““說出他的名字說出他的名字。。喬治喬治••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許多人舉著標語許多人舉著標語，，說說：：
““我不能呼吸我不能呼吸””和和““正義喬治正義喬治”。”。休斯頓警察局局長阿瑟維多休斯頓警察局局長阿瑟維多
（（Art AcevedoArt Acevedo））說說，，他對集會表示歡迎他對集會表示歡迎。。 ““我們與他們站在一我們與他們站在一
起起，，抗議明尼蘇達州發生的事情抗議明尼蘇達州發生的事情，”，”阿塞維多說阿塞維多說。。 ““我很高興我很高興
他們今天在這裡他們今天在這裡，，因為需要傾聽人們的聲音因為需要傾聽人們的聲音，，需要聽到人們的聲需要聽到人們的聲
音音。。

亞特蘭大的抗議者似乎在向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
）死亡抗議時向官員推水瓶並向當局扔水瓶。當天晚些時候，數
百名抗議者在亞特蘭大市中心的CNN總部外與警察面對面。抗
議者向警察扔了塑料水瓶和玻璃瓶。警官在向他們投擲物體的抗
議者隊伍的後面排成一排。警察命令示威者離開街道，如果他們
沒有迅速離開威脅要逮捕他們。丹佛市長邁克爾•漢考克（Mi-
chael Hancock） 週 五 在 計 劃 進 行 的 關 於 喬 治 • 弗 洛 伊 德
（George Floyd）逝世的抗議活動中，第一次呼籲變得平靜和團
結。讓我們繼續關注失去的生命。他強調說，他對明尼阿波利斯
的弗洛伊德的“無意義和悲慘的謀殺”感到憤慨。紐約—示威者
第二天走上紐約市街頭，抗議明尼蘇達州的黑人喬治•弗洛伊德
的死亡，他在警察的拘留下被殺。曼哈頓下城弗利廣場的布萊恩
娜•佩特里斯科（Brianna Petrisko）說：“到這裡來是我的責任
。” 佩特里斯科說：“我們的國家有病。” “我們必須在這裡
。 這是我們唯一聽到的方式。”

在北達科他州州的法戈市，警察向投擲石塊的示威者發射催
淚瓦斯；在鹽湖城，示威者掀翻並點燃了警車。在華盛頓特區，
5月31日晚，白宮附近的一座教堂也被暴力抗議者點燃，眾多建

築的外建築物都被塗鴉取代，弗洛
伊德生前最後說出的那句“我沒辦
法呼吸，反復出現。芝加哥市憤怒
的抗議民眾甚至取下了川普大廈前
的美國國旗。此外，來自佛羅裡達
州溫德米爾，新墨西哥州阿爾伯克
基，加利福尼亞州豐塔納，俄亥俄
州哥倫布，鳳凰城，密西西比州和
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的成千上萬憤
怒人士聚集在一起進行示威。在一
片“燒了它”的呼聲中，美利堅合
眾國的象徵-星條旗，最終被美國
人民親手扔進了河裡。 “黑人只
認自己是黑人，白人只認自己是白
人，但都不認自己是美國人。 ”

這項，《華盛頓郵報》評論稱
，弗洛伊德的死，不單是一名黑人
死亡這麼簡單，而是“有人想起很
多東西人被剝奪了生活的權利。他
們的生命很廉價，隨時隨地都可能
被一個身著制服的持槍男子乾掉。
“弗洛伊德之死”既讓其成為非裔
美國人普遍感同身受，又引發了各
界名流的激烈反彈。5月31日凌晨
，籃球巨星邁克爾•喬丹發聲明：
“我感到非常難過，非常痛苦，非常憤怒……我們已經受夠了
。 ”NBA湖人隊球星勒布朗-詹姆斯也在社交媒體上質問道：
“為什麼美國不能同樣愛我們？ ”而凱爾特人的非裔球員傑倫
•布朗則從波士頓單獨駕車15小時前往亞特蘭大，直接參與抗
議活動。他說：“首先我是一個非裔，然後才是運動員。 ”分
析人士認為，此次抗議徹底暴露了美國存在種族矛盾，還反映出
美國社會內部出現了嚴重的身份認同危機。

面對席捲全美的抗議活動，川普頻頻在“推特”上發聲，要
求各地執法部門以強硬手段應對。 5月29日，川普在“推特”
上猛批當地政府，稱呼示威者為“暴徒”，並警告稱“敢搶劫，

就開槍”。之後，他表示，如果示威者敢越過白宮圍欄 ，“將
會遇到最兇猛的狗和武器”。 5月31日，川普又稱，“美國將
發現極左翼激進勢能ANTIFA為恐怖組織”。 5月21日，他還發
表過“如果在選擇川普和我之前還需要”，顯然，川普的對手，
民主黨人拜登則趁此表達對抗議者的支持，以謀求更多地選票。
考慮，那就不算黑人”的論調，引發廣泛批評。

多位專家認為，種族問題作為美國社會的痼疾很難在短期內
解決。未來，“弗洛伊德之死”所引發的影響，是會引起關注度
的降低平息，還是會引發更深層次 的演變，還有待觀察。不過
，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如果種族不公的現狀得不到改變，少數族
裔的憤怒無法平息，美國社會的認同感將越來越降低。

五月的最後一個週末五月的最後一個週末，，成千上萬的憤怒的休斯頓人聚集在休斯頓市中心成千上萬的憤怒的休斯頓人聚集在休斯頓市中心，，為弗洛伊德的為弗洛伊德的
死尋求正義死尋求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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