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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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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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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凱佳苑

全新住宅 開啟生活新常態

1-2房 凱蒂新華人生活圈

日常機能便利 毗鄰綠地大學城
蒂凱佳苑

1207 Grand West Blvd Katy, TX 77449

346-998-8000

聯合國警告聯合國警告 疫情可能引爆最嚴重糧災疫情可能引爆最嚴重糧災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警告，新冠肺炎疫情過後的

經濟衰退，可能觸發全球50年來最嚴重的糧食危機，
對過百萬名兒童及成年人造成長遠影響，促請各國政府
迅速行動，以阻止災難。

古特雷斯表示，雖然主要農作物收成狀況良好，各
方亦致力避免出口禁令及貿易保護主義行為，但民眾尚
未真正感受到新冠肺炎及經濟衰退帶來最嚴重的影響。
他表示： 「就算在糧食充裕的國家，我們也會發現食物
供應鏈有被擾亂的風險。」 據報，受到新冠肺炎影響，
今年約有5000萬人面臨陷入赤貧，但長期影響更為嚴
重，例如兒童可能因營養不良而終身受害。

據聯合國當天發布的報告，目前全球農作物的產量
及供應良好，但很多農民無法工作，而且在封鎖令下，
收割及運送進度都被迫減慢，糧食價格因此上漲，導致
部分地區的人民買不起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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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弗洛伊德之葬禮昨天在休斯敦盛大舉行，
數千上萬之民衆前往吊唁 ，包括市長特納和國
會議員格林在內的非裔人士在葬禮上發表了慷
慨激昂的演說， 他們認爲弗洛伊德已經改變了
世界。

特納市長今天頒佈了一項行政命令，要求
警方從此後禁止使用直扼咽喉方式執法 ，並要
警員開槍前發出口頭警告，在全國示威者之訴
求中，他們要求全部或局部刪除警察局之預算
。

大蘋果紐約市及紐約州今天已經逐步開放
，州長柯孟和市民一起搭上地鐵， 這是紐約市
封城一百天來的首次，我們欣見代表世界政經
中心的紐約，重新注入活力，華爾街之重新開

放，代表了我們未來的希望。
自從疫情肆虐以來，全國各大小城市接受

了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美國人被視爲天之驕
子，地大物博，從未受過世界大戰之苦難，但
是此次之病毒竟然有二百萬人感染，死亡人數
已超過十二萬人， 此次災難重創了國家之經濟
及人民之信心， 爲什麽我們號稱之世界最富有
之國家還弄到大家束手無策。

歧視族裔之遊行過去兩週來已在世界各地
展開，我們在激情過後要開始理性面對未來，
如何重建政府及人民之互信是當務之急。

所幸多數執政者應該已經吸取教訓，敵視
和仇恨將無法解決問題，我們期待明天會更好
。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66//1010//20202020

Thousands gathered in Houston, Texas,
yesterday to bid a final farewell to George Floyd
the man who sparked outrage and protests
across the world. The people are demanding
change and they hope the funeral isn’t the
end, but instead will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at
widespread call for change.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says he will
sign an executive order that will ban the use of
chokeholds by officers in the city of Houston.
Turner said in the city you have to give a
warning before you shoot someone. In some
cities, they are asking to defund police
departments or greatly reduce their budgets.

We are so glad to see the reopening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Governor Cuomo rode the subway
with other New Yorkers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days. New Yorkers have been suffering enough.
The Wall Street market represents the U.S. and
the world economy.

In this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whole nation
has endured such pain,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have ever faced this challenge. More than
one hundred twenty thousand people have now
lost their lives to the pandemic in the U.S. and
two million confirmed cases have been reported.
We are the rich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Why
have we handled this crisis so poorly?

We saw George Floyd resting peacefully. Now
we as a nation need to look ahead. How can we

correct our mistakes with kindness and love and
not with hate?

We all are looking for a better tomorrow to come.

Coronavirus DiaryCoronavirus Diary
Better TomorrowBetter Tomorrow迎向明天迎向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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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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韓國政府週三表示，將起訴兩個反北韓的激
進團體，他們長期將反對平壤的傳單，以及裝滿
糧食的瓶子漂浮到北韓海岸。韓國政府稱，些舉
動舉會導到國家的危險。

美聯社報導，前幾天北韓表示，由於韓國無
法阻止 「脫北者」 和其他激進分子滲透邊境散發
傳單，是對北韓政權的顛覆，因此切斷了與韓國
的所有溝通管道，包括領袖熱線電話。因此，韓
國現在起訴這類團體，顯然是對北韓釋出善意，
表達韓國理解了北韓的立場並願意退讓。

然而，這些團體當然感到不滿，他們認為韓
國政舉此舉是妨害了言論自由。這次被起訴的是
脫北者朴尚學(Park Sang-hak , 也有譯作朴相鶴)
的 「北韓自由鬥士」 (Fighters for a Free North
Korea)團體，與他的弟弟朴正昊主持的 「基恩塞
姆」 (Keun Saem)。

「北韓自由鬥士」 以空飄氣球散布傳單，而
「基恩塞姆」 用海飄瓶送糧食。然而這兩個團體

違反兩韓交流與合作法。
朴正昊表示，他不理解為什麼韓國政府要告

他們，這違反了韓國的言論自由，也犠牲了民主
原則，並揚言他們不會停手，在未來幾週內還會
再利用空飄氣球與無人機，來發送更多傳單以及
糧食。

韓國統一部發言人呂尚基表示，這兩個組織
「在南北之間造成了緊張關係，並給韓國邊境地

區（停戰線）附近居民的生命和安全帶來了危險
。」 韓國將制定新法律，禁止反北韓激進分子越
過邊境。

這些韓國的激進團體大多希望南北韓統一，
而他們希望北韓人民能起來推翻平壤政府，因此
多年來，他們利用空飄氣球、海飄瓶，裡頭裝著
北韓真相的傳單，比如國際批評金正恩核野心的
剪報，北韓可怕的人權記錄，還有一些是韓國繁
榮的景色。這些傳單當然引起朝鮮的強烈反應，
等於是韓國煽動北韓人民起身反抗。

朴尚學不滿的問 「統一部何時成為叛國部？
」 「我們支持統一，所以向北朝鮮人民發放更多
的真相傳單，這是促進統一的行動，而不是高官
的言語。」

國際專家表示，北韓切斷兩邊通訊管道的原
因，可能不只是韓國有人散發傳單，還因為韓國
沒有反對美國主導的對北韓經濟制裁。

北韓與華盛頓進限核武談判沒有結果，近幾
個月來陷入僵局。

韓國政府和軍方表示，在星期二，北韓宣布
完全中斷與韓國聯絡後，官員們都在試圖通過幾
聯繫，但沒有得到任何答復。

朴尚學在18年前逃離北韓，他在2015年4
月，試圖利用氣球，將描述刺殺金正恩的電影
《名嘴出任務》(The Interview )飄艾到北韓，但
是行動沒有得到批准，韓國警察出面攔阻，結果
發生衝突，朴尚學以妨礙公務遭到了拘留。《名
嘴出任務》是賽斯羅根（Seth Rogen）與詹姆
斯法蘭科（James Franco)主演的喜劇片，這部
電影將金正恩形塑成色厲內荏的小丑，而且最後
還被炸死。

韓國政府起訴 「北韓自由鬥士」 團體

澳洲總理日前公開呼籲，調查新冠肺炎起
源，引發北京不滿，先後對澳洲大麥課徵關稅
、禁止牛肉進口，雙方關係降至冰點。坎培拉
當局數周來持續尋求和北京磋商，不過至今仍
吃閉門羹，專家分析，北京持續已讀不回，主
要在釋放3大訊息，包括要澳洲別和美國走太
近、北京方面還不打算調整關稅，以及強調對
澳洲的 「侮辱」 。

新冠肺炎蔓延全球，澳洲總理莫里森
（Scott Morrison）4月公開呼籲，派遣獨立調
查人士進入大陸，調查新冠病毒疫情起源，同
時也對北京的防疫工作展開調查，此舉引發北
京反彈。後續大陸宣布，暫停向澳洲4間屠宰
場進口牛肉，禁令影響所及，相當於佔澳洲出

口大陸牛肉的35%，此外，對澳洲出口的大麥
徵收為期5年、高達80.5%稅率。不僅如此，
上周，大陸文化和旅遊部更以種族歧視現象升
溫為由，對國民發布 「赴澳大利亞旅遊安全提
醒」 ，周二更對赴陸求學陸生發布警示，種種
舉措嚴重衝擊兩國貿易交流。

針對北京提升制裁措施，澳洲貿易部長伯
明罕（Simon Birmingham）8日表示，數周來
持續尋求和大陸商務部部長鍾山磋商，不過對
方都無回應。

北京屢賞坎培拉閉門羹，學者分析，大陸
主要在向澳洲釋放3個訊息。

第一，要澳洲不要和美國走太近。美國巴
克內爾大學（Bucknell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

朱志群（Zhiqun Zhu）表示，陸澳之間不是只
有關稅問題，另外還有澳洲參與美國在南海的
聯合軍演、排除華為參與當地5G建設、關切
「港版國安法」 實施等， 「很明顯，北京不高

興澳洲加入川普政府的反陸運動。」
「對大陸來說，現在的澳州政府太熱衷於

支持川普政府對大陸採取的高壓手段，所以大
陸無法如常和澳洲做生意。」 「北京冷待坎培
拉，是在釋出明確且強烈的訊息：不要跟川普
政府走太近，否則陸澳關係會很困難。」

另外，美國中國安全專家洛森（Ben
Lowsen）認為，鍾山不接伯明罕電話，代表2

件事，其一，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現階段還不
想改變關稅政策；其二，鍾山想要強調對澳洲
侮辱的嚴重性。

洛森說，一般而言，官員會回應外國夥伴
的要求， 「是或不是」 ，但有時候也會表示要
考慮一下，他說以他對過去和北京交手的經驗
，北京現階段的考慮時間可能會再持續一段時
間，甚至是無限期，因為決策者認為現在還不
是做決定的時機。

「強調不滿，顯示北京決心要施壓坎培拉
，改變調查新冠病毒的論調。」

狂賞閉門羹！學者：陸向澳釋3大訊息

荷蘭4月出現貂感染新冠病毒首例，5月再傳出兩例動物傳染人病例，由於擔心貂將新冠病
毒傳染給人，荷蘭10個貂養殖場已開始撲殺37.5萬隻貂，9日當天，荷蘭南部小鎮德摩托爾
（De Mortel）一處養殖場已用毒氣撲殺1萬隻雌貂以及約5萬隻幼貂。

荷蘭食品和物品管理局負責監督撲殺工作的彼得·雅各伯斯（Pieter Jacobs）表示，被撲殺
的動物屍體將裝在密封集裝箱運至處理中心，養殖場也會進行消毒。他預計，10個出現貂感染病
例的養殖場，總共會有7.5萬隻雌貂及30萬隻幼貂遭到撲殺。

荷蘭約有140個貂養殖場，荷蘭最高法院已裁決在2024年前徹底關閉所有貂養殖場。當地
農民認為，政府針對這些動物的補償還不夠，為避免破產，疫情結束後，還是得重新開始營業。
不過一切得等到荷蘭疫情徹底消除後才能開始。

新冠貂傳人 荷蘭開始撲殺37.5萬隻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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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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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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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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確診病例超17萬例
殉職消防員等被追授抗疫英雄
綜合報導 秘魯政府頒布了壹項法律，規定那些因新冠病毒死亡的

公務員、消防員和社會組織成員是“抗疫英雄”。與此同時，從3日

起，衛生部允許逐步恢復體育活動等。

據報道，此前，秘魯政府就規定，因新冠病毒而殉職的秘魯國家警

察、武裝部隊成員、國家監獄協會工作人員和衛生部門的公務員，將被

評為“國家英雄”。

6月3日，秘魯衛生部發布的數據顯示，秘魯已經對逾111.5萬份病

毒樣本進行了檢測，秘魯新冠確診病例累計178914例，累計死亡4894例

。確診患者中，男性占60%，女性占40%。目前，有10101人住院，其中

998人在重癥監護室，需要使用呼吸機。另有72319人康復。

從當天起，衛生部允許逐步恢復體育活動和娛樂活動，在新冠病毒

傳染率較低的地區，民眾可以外出進行體育活動，但必須佩戴口罩。

秘魯交通和通信部長卡洛斯· 洛紮達表示，將在經濟重啟第三階

段，恢復國內和國際商業航班，具體時間可能在 2020 年 7 月。洛

紮達說：“我們正在積極與航空公司、運營商以及外貿和旅遊部

(Mincetur)會面，以制定戰略，將在經濟重啟第三階段恢復國內和國際商

業航班。”

洛紮達表示，將根據每個地區的疫情狀況，以及航空公司的規程，

逐步恢復國內航班，以避免新冠病毒傳播。同時根據國際情況，在第三

階段結束或第四階段開始時恢復國際航班。”

據悉，交通和通信部與經濟和財政部(MEF)合作制定了壹項重新啟

動計劃，以保證商業航空運輸業務的可持續性。

OPEC第179次會議：
達成壹致 為穩定石油市場而努力

綜合報導 原定於本月9日召開的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第179次

會議臨時決定於當地時間6日下午舉行視頻會議。

會議審議了秘書長報告、經濟委員會理事會報告以及各種行政事項

。會議著重關註自3月5日維也納會議以來石油市場的發展，並回顧了

2020年剩余時間和2021年的石油市場前景。並再次強調2020年4月12日

歐佩克和非歐佩克第十次(特別)部長級會議在《合作宣言》中所作決定

的積極影響。

會議註意到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科威特、阿曼等國家陸續宣布的

調整方案，以及各石油公司針對全球石油市場突然出現的嚴重失衡狀況

，修改減產計劃和停產的聲明。會議指出，5月隨著各國管控措施的逐

步放開，經濟回升，石油市場有望回歸穩定。然而，2020年全球石油需

求預計將減少約900萬桶/天，推動復蘇將需要宣言參與國和所有主要產

油國的持續承諾和加強努力。

會議壹致同意將第十屆歐佩克和非歐佩克部長級會議上達成的第壹

階段產量調整延長壹個月，即從2020年5月1日延長到2020年7月31日

。會議呼籲所有主要產油國在考慮到《宣言》中歐佩克及非歐佩克成員

國所作的大量努力後，為穩定石油市場作出相應的貢獻。

成員國重申，為了產油國、消費國和全球經濟的利益，他們將繼續

關註壹個穩定、平衡的石油市場的基本面。會議強調正在同生產國和消

費國進行的對話，以及在作出決定之前本著合作精神進行的協商。

下壹次會議將於2020年11月30日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

希臘境外輸入病例持續增加引警惕
當局積極應對

綜合報導 據歐聯網援引希臘歐聯通

訊社報道，希臘距離6月15日開放外國

旅客入境的日期越來越近，旅遊業、餐

飲業都翹首以盼，等待遊客的重臨。但

數天前飛抵雅典國際機場的卡塔爾航班

上，有12名旅客被檢測出新冠病毒，希

臘當局對新冠病毒境外輸入風險更加警

惕。

據報道，據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最

新數據顯示，在5月24日至6月2日的10

天時間裏，希臘共確診69例新冠病例，其

中25例與入境旅客有關，包括來自卡塔爾

航班的12名乘客，比例為36.2%。

整體而言，從2月底希臘出現首宗

新冠確診病例至6月2日，在全國2937例

確診患者中，有651人與國外旅行有關

，這壹比例為22%。

帕特雷大學傳染病專家帕納吉奧塔

科普洛斯表示，新冠病毒在希臘社區傳

播已經接近停止，但境外輸入病例令希

臘確診數字無法清零，他說，“過去幾

天，在國家公共衛生組織的會議室和辦

公室裏，‘抵達’二字成為最常出現的

詞語。”

報道稱，對於如何在“防控疫情”

和“重啟旅遊”兩者間取得平衡，希臘

衛生專家正在設計各種方

案，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

的不同情況。

按照目前的檢疫程序

，抵達希臘的所有航班旅

客都必須進行新冠檢測，

期間須在指定的酒店住宿

壹天，直到有檢測結果。

如果檢測結果為陰性，旅

客自行隔離7天；如果檢

測結果呈陽性，旅客須在

衛生部門監督下隔離 14

天。

從6月15日至6月30日，希臘政府將

允許從澳大利亞、奧地利等29個國家出發

的旅客入境，免除強制隔離和新冠檢測，

衛生部門將對旅客進行抽樣病毒檢測。但

如果有壹名旅客的新冠檢測結果呈陽性，

那麽同航班的所有旅客也必須接受檢測。

6月15日至6月30日這15天時間，

被希臘當局視為是從“限制入境”過渡

到“正常狀態”的“橋梁”。如果新冠

確診病例數壹直穩定地維持在低水平，

那麽從7月1日起，希臘將進壹步允許其

他外國遊客從雅典及各個城市入境希臘

，直飛希臘所有機場的國際航班將恢復

運營。

根據現時信息顯示，希臘邊境在6

月15日重新開放後，對是否強制進行新

冠病毒檢測的依據是旅客的出發機場，

而不是旅客的國籍。如果旅客的出發地

不在歐洲航空安全局公布的新冠高風險

國家機場名單上，則在抵達希臘機場後

只需要隨機接受新冠檢測。

另外，希臘政府發言人佩特薩斯日

前表示，希臘政府將為任何訪希期間被

檢測出新冠病毒陽性的遊客支付隔離住

宿費。他表示，希臘政府的目標是確保

國民和遊客的最大安全。

法凡爾賽宮恢復開放
“太陽王”宮殿如何掃疫情陰霾？

綜合報導 享譽世界的法國凡爾賽宮

當地時間 6 日恢復開放。這座“太陽

王”路易十四的宮殿在新冠肺炎疫情中

備受外界關註。

由於疫情影響，凡爾賽宮關閉近3

個月，是二戰結束以來首次關閉如此長

的時間。根據法國文化部上月底公布的

博物館和歷史古跡開放日程，凡爾賽宮

是該日程中第壹個恢復開放的法國的重

要歷史古跡。

凡爾賽宮是法國最重要和最宏偉的宮

殿，見證了自路易十四執政到壹戰結束以

來的法國諸多重大歷史事件。從法國大革

命到拿破侖時代，從普法戰爭到凡爾賽和

約，這些歷史事件都給凡爾賽宮留下濃重

的印記。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又給這座古

老的宮殿帶來了歷史性的挑戰。

記者來到恢復開放的凡爾賽宮，看

到等待參觀的民眾已經在宮殿外排起長

隊。記者註意到，由於疫情仍未結束，

凡爾賽宮采取多項防疫措施，努力保障

參觀者的健康安全。

首先是購票環節的控制，凡爾賽宮

的票務大廳仍然關閉，民眾需要網上預

約及購票，並選擇具體參觀時間，在入

口處排隊等候入場。

其次是參觀人數的限制，凡爾賽宮

采取限流措施，現在只允許大約500人

壹次同時進入凡爾賽宮，每天的參觀人

數大約為4500人，而疫情暴發前通常每

天可以有27000人參觀凡爾賽宮。

第三是參觀路線的設定，民眾只能

按照標記的指示方向進行參觀；同時要

保證社交距離和安全防護措施，民眾在

宮殿內參觀時必須戴口罩。凡爾賽宮為

參觀者提供洗手液，但不提供口罩。

記者看到，占地900公頃的凡爾賽

宮大部分區域當天都恢復開放，甚至

“壯麗音樂噴泉”也恢復正常表演。在

恢復開放前壹天，工作人員對鏡廳進行

了除塵，對鍍金雕像進行了拋光，對戶

外區域進行了消毒。

鏡廳是凡爾賽宮最豪華和最輝煌的

景點，不少參觀者都要在這裏駐足。鏡

廳用欄桿設置了壹條狹長的中央通道，

參觀者只能沿著這條通道單向前進，而

不能像以往隨意徜徉於整個鏡廳。

凡爾賽宮在300多年的歷史中曾經

多次面臨困境：“太陽王”路易十四時

代，鏡廳中的銀器就被皇帝下令熔化充

作戰爭軍費；法國大革命期間遭遇洗劫，

宮殿幾乎被荒廢；普法戰爭後遭普魯士

軍隊占領。但這些困境都已安然度過，

凡爾賽宮依然熠熠生輝。

新冠肺炎疫情被認為是凡爾賽宮對

外開放的歷史中從未遇到的復雜情況。

恢復開放只是宮殿嘗試重回正軌的第壹

步，更艱巨的挑戰還在後面。據記者觀

察，當天來到凡爾賽宮的大部分參觀者

是法國本地遊客。由於疫情原因，歐盟

外部邊界仍然關閉，國際遊客無法自由

通行，使包括凡爾賽宮在內的法國文化

景點面臨嚴峻壓力。

據法國媒體報道，2019年800萬參觀

者的門票收入占凡爾賽宮總收入的75%，

而每五名訪客中有四人是外國人。如果未

來依舊沒有外國遊客，本國的參觀人數又

有限，凡爾賽宮今後面臨的經濟沖擊將是

巨大的，這是短期內難以解決的問題。

法國官方應該已經意識到，政府的

幫助對於凡爾賽宮不可或缺。然而，受

到疫情沖擊的行業和領域畢竟太多，政

府恐怕壹時間難於全部顧及。除了政府

支持之外，努力吸引法國境內外遊客，

積極發掘歷史文化內涵，或許是凡爾賽

宮掃去疫情陰霾的有益途徑。

法國逾兩萬人參加遊行示威反對種族歧視
綜合報導 法國超過兩萬

人參加遊行示威反對種族歧

視。相關的遊行示威活動是

美國弗洛伊德事件引發的。

根據法國內政部當晚統

計數字，全法約有23300人參

加當天的遊行示威活動，其

中巴黎約有5500人參加，波

爾多、尼斯等城市的遊行示

威有兩千多人參加。巴黎的

遊行示威者原定當天在美國

駐法大使館附近舉行兩場遊

行示威，均被巴黎警察局禁

止。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未結

束，壹些管制措施仍然有效

，10人以上集會活動目前在

法國仍然是被禁止的。但遊

行示威者當天依舊試圖前往

位於巴黎市中心協和廣場附

近的美國駐法大使館，警方

早已嚴陣以待，嚴禁他們通

行。遊行示威者不得不改變

遊行路線，試圖從協和廣場

前往國民議會。

記者在現場看到，在國

民議會附近，警方部署極為

嚴密，多輛警車在國民議會

大廈前待命，通往國民議會

的亞歷山大三世橋也被警方

封鎖。眾多遊行示威者被警

方攔截在亞歷山大三世橋與

協和廣場之間的區域內，進

出該區域的道路通行也被切

斷。

遊行隊伍呼喊“黑人的

命也是命”等口號，其中壹

大批人在現場靜坐，與警方

對峙，現場人群相當密集，

完全沒有采取社交距離等防

疫措施。不過巴黎的遊行示

威過程大體平和，沒有沖突

事件發生。在協和廣場等多

個地點，大多數遊行示威者

都和平散去。巴黎警方當天

逮捕了18人。

在遊行示威者當天試圖

前往美國駐法使館時，美國

駐法大使麥考特並不在巴黎

，而是前往諾曼底參加諾曼

底登陸76周年紀念活動。由

於疫情等因素，今年諾曼底

登陸紀念活動的規模與往年

相比要小得多。

美國駐法使館此前曾就

示威遊行發出警報，提示要

遠離遊行示威區域，但未對

弗洛伊德事件本身發表評價。

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市白

人警察5月25日在拘捕非洲裔

男子弗洛伊德時用膝蓋持續

壓迫他的頸部，弗洛伊德死

亡，4名涉案警察隨後被起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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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近日美國非裔男子 「佛洛伊德之死」 抗議
席捲全球，世界各地都出現譴責暴力執法與種
族主義的聲音，多個美國大使館還被示威者包
圍。然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對此事異常沉默
，遲遲不願公開回應，讓華盛頓的外交官們相
當不滿。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9日報導，
自5月25日佛洛伊德身亡後，蓬佩奧僅在1場
福斯新聞台的電視訪問中向其家屬表達哀悼，
並形容白人警察的行為 「令人憎惡」 ，之後再
也未就更深層的種族不平等問題發表評論，也
未向部門人員傳達支持之意。美國外交官開始
抱怨，蓬佩奧在這個關鍵時刻 「噤若寒蟬」 ，
部分外交官擔心，蓬佩奧可能把個人政治利益

和他與美國總統川普的良好關係，淩駕於外交
部門需要的領導之上。

CNN訪問了多位外交官，其中1人表示，
蓬佩奧決定完全不碰這個棘手問題， 「這將影
響美國在全球的形象。他應該告訴世界，美國
社會有許多缺陷，但我們會努力改進，我們充
滿韌性，我們可以做到。他也該說，在這個傷
痛的時刻，我支持外交人員，但我們什麼都沒
聽見」 。

另名國務院官員指出，雖然距離悲劇發生
已經超過2周，蓬佩奧還是可以就事件發布聲
明， 「他一直不出聲，大家都很尷尬」 。還有
外交官形容， 「他的沉默簡直震耳欲聾」 。

美示威不斷 蓬佩奧 「裝死」 引外交官質疑

美國非裔男子佛洛伊德的告別式9日在他
的故鄉休士頓舉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透
過視訊致詞，強調 「現在」 就是結束美國種族
不公的時候。非裔休士頓市長透納（Sylves-
ter Turner）也宣布，將簽署行政命令，禁止
警察掐人頸部。

佛洛伊德的葬禮在讚美之泉教堂（Foun-
tain of Praise Church）舉行，參加告別式的
除家屬外，也包括聯邦眾議員葛林（Al Green
）、重量級拳王梅威瑟（Floyd Mayweather,
Jr.）、黑人民權領袖沙普頓（Al Sharpton）
等約500人。

葬禮上播放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一
段5分鐘的影片，拜登表示 「現在是實現種族
正義的時候了，我們不能別過臉去。我們不能
認為，可以對深深刺痛我們靈魂的種族主義再

度別過臉去」 、 「只有佛洛伊德的正義得到伸
張，我們才能真正在美國達到種族正義」 。

佛洛伊德的姪女布魯克（Brooke Wil-
liams）在致詞時也表示， 「我相信我的祖母
（佛洛伊德之母）就在那裡，張開雙臂說，
『回家吧，寶貝，你不該遭受這種痛苦』 。」
她也批評美國總統川普， 「有人說 『讓美國再
次偉大』 ，但美國什麼時候偉大過了？美國是
時候改變了。」

葬禮結束後，佛洛伊德將安葬在母親墓旁
。休士頓士市長透納（Sylvester Turner）則
在台上宣布，將簽署行政命令，禁止警察掐人
頸部，同時要求警察開槍前必須明確警告。透
納表示， 「我們今天紀念佛洛伊德。因為當他
嚥下最後一口氣，現在其他人終於得以呼吸。
」

佛洛伊德告別式 拜登致詞：現在就結束種族不公

（綜合報導）據指出，iPhone 12系列或可
於7月開始生產，蘋果股價因此連續兩天收高
11.14美元或3.44%後，週二再追高10.53美元或
3.16%，收在343.99美元，連續三天改寫收市新
高，今年來漲幅擴大到17.14%，市值來到1兆
4910億美元，成為全球科技產業之王。

消息指出，蘋果公司旗下iPhone 12系列的
工程測試第二階段即將完成，有望在7月開始生
產。另一個有利其股價的消息，乃是有指蘋果公
司將於月內舉行的年度開發者大會宣布，將在
Mac電腦改用自主研發的處理器，以取代以往使

用的英特爾晶片。
過往蘋果公司通常在9月發布iPhone新產品

。據悉iPhone 12系列將提供iPhone 12/12 Max
、iPhone 12Pro/12 Pro Max兩個版本共四款機型
，螢幕尺寸分別為5.4/6.1吋及6.1/6.7吋，高級
版本價格高達1,399美元。

據報是次iPhone 12系列在處理器、螢幕、
接口、通信、拍照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升級，最新
的A14處理器就將應用在最新款手機上，這新款
iPhone還可能採用高通的X60 5G基頻，有望支
持SA和NSA雙模5G通信。

傳iPhone 12系列7月開始生產 蘋果股價連飆3天

北韓9日以南韓縱容脫北者散布反朝傳單
為由，單方面宣布切斷兩國通訊，並把 「對
韓工作」 全面轉換為 「對敵工作」 。美國國
務院同日發布聲明，直指對北韓近期的舉動
感到 「失望」 。南韓統一部10日回應，在北

韓行動回復正常前，不會再嘗試與朝通訊。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告訴韓聯社︰ 「美國

一直支持南北韓關係取得進展，我們對北韓
近期的行動感到失望。我們促請北韓恢復外
交與合作。」 發言人又表示，美方會繼續與

南韓密切協調，應對與
北韓接觸問題。
南韓統一部10日則確
認，韓方前日致電朝方
，結果無人接聽。統一
部發言人表明︰ 「我方
今起將不會如常每日致
電北韓，直至雙方就兩
韓通訊安排取得共識。
」
北韓官媒《勞動新聞
》10日則繼續炮轟南
韓脫北者組織派發反朝
傳單，稱 「舉國燃起怒
火」 ，並對南韓縱容的
態度感到 「作嘔」 。

美國務院對北韓 「失望」 南韓停止嘗試與朝通訊
韓美兩軍近日實施導彈防

禦系統整合及聯動演習，這是
否與韓軍加入美國的導彈防禦
系統（MD）有關引發關注。

韓聯社報導，南韓國防部
長官鄭景鬥10日召開全軍指揮
官會議時表示，定於上半年的
韓美聯合空軍戰備訓練和韓美
導彈防禦系統整合及聯動演習
已正常實施。據國防部和聯合
參謀本部消息，韓美兩軍近日
假設北韓發射導彈的情況進行
交換情報聯合攔截的演習。

演習以韓國彈道導彈作戰
控制所（AMD-cell）和駐韓美
軍愛國者導彈防禦系統作戰控

制所（TMD-cell）為主進行。
韓軍、駐韓美軍及美軍檢查整
合地面、海上、空中攔截手段
的反導作戰方式。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北韓
已研製下降段上
拉 （Pull-up） 的
近程彈道導彈，
實戰部署在即。
此次演習旨在建
立韓軍和駐韓美
軍共同攔截北韓
導彈的一體化系
統。

有觀點指出
，此次韓美兩軍

實施的導彈防禦系統整合及聯
動演習或是為了加入美日導彈
防禦系統。一位韓軍人士則表
示，這是韓美兩軍為了共同應
對北韓導彈進行的演習。

劍指北韓？韓美實施聯合反導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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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疫情未有效受控 發生多宗歧視亞裔事件
教育部對赴澳留學發預警

1月29日

澳洲報章《先驅太陽報》以CHINESE VI-
RUS稱新冠肺炎為“中國病毒”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3月19日

兩名塔斯馬尼亞大學中國留學生在街頭遭遇涉
新冠肺炎疫情歧視性辱罵，其中一人被毆打

2月12日

據澳洲媒體《ABC Perth》報道，一名來自馬來
西亞的留學生被房東禁止進入租房處，同時換掉
門鎖並留下寫有“這間房子不歡迎妳”的紙條

今
年
澳
洲
歧
視
亞
裔
言
行
升
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澳洲主要高校計劃於7月前後陸續開

學。中國教育部9日發布今年第1號留學預警稱，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擴散蔓延勢頭

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國際旅行和開放校園存在風險。疫情期間，澳洲發生多宗針對

亞裔的歧視性事件，提醒廣大留學人員做好風險評估，當前謹慎選擇赴澳或返澳學

習。對此，多位中國留學生表示，希望澳洲有關部門能做好相關工作，讓大家能安

心在澳洲求學。據悉，2020年有超17萬中國學生在澳洲留學，佔比約25%。

“希望澳洲方面能切實處理好相關問題，兩國關
係向好發展，讓我能順利赴澳讀博。”準備

前往澳洲某大學讀健康科學方面博士的胡敏顯得比其
他人都急切。因為經過近一年的等待，他的簽證最近
才下來，此前獎學金和錄取offer因為沒有及時入學
而過期，必須重新申請。這次教育部發布的預警，讓
他感到近期入學似乎又有點懸了。他表示，“如果澳
洲封關到年底的話，獎學金肯定會再次過期。同期的
同學博士都讀完一半了，我卻前途不明。”

留澳生：確有害群之馬
就讀於昆士蘭大學的易先生於1月18日結束

實習回國，2月1日澳洲採取有關臨時入境限制措
施，而2月24日大學就要開學。在得知禁令短期內
不會撤除後，大量中國留學生通過第三國中轉回澳
上課，他也試圖從吉隆坡中轉回去讀書，但沒有成
功。3月10日再次回國，並辦理休學，沒有選擇網
課。休學導致其延遲半年畢業，現在能做的就是在

家把專業知識學得更透徹更扎實。目前，他並不急
於回澳洲，要等疫情徹底穩定之後再返回。

在被問及是否曾遭遇歧視的問題時，易先生
說：“我確實曾在澳洲碰到過種族歧視現象，且短
短半年碰到過兩回。有一次我開車等紅燈，排在第
一個，開着車窗。一個過馬路的年長男子朝我車前
蓋吐了口痰，讓我滾回中國。”

就讀於新南威爾士大學的Tudy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因為之前澳洲放暑假，她於1月初回國，
原計劃2月返回，但由於澳洲採取有關臨時入境限
制措施，她便通過泰國中轉回到了澳洲，因此並未
耽誤學習。3月中旬，澳洲疫情爆發，她開始在家
上網課。關於種族歧視問題，她說，自己也看到過
類似報道，但並未親身經歷。“絕大多數澳洲人都
是十分友善的，路上碰到也會打招呼和微笑。”

料澳未來四年少賺160億
同時，留學生也為澳洲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

助力。根據澳洲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
2018-2019財年澳洲國際教育部門的經濟貢獻總數
額達到376億澳元。然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澳洲教育行業將受到巨大打擊，預計全澳高校的留
學生收入將在未來四年減少160億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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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
報道）電池續航時間不理想，一直是困擾
眾多智能手機和新能源汽車用戶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9日從西北工業大學獲
悉，該校納米能源材料研究中心謝科予教
授團隊新近研發的二氧化碳電池，為徹底
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可能。實驗數據顯
示，該團隊利用二氧化碳氣體轉換電能的
原理，研製出的“鋰—二氧化碳電
池”，不僅用材環保，續航力更較傳統鋰
電池提升了7倍。

用作手機電池 可連用三周
據謝教授介紹，與目前已經大量商

業化應用的鋰電池相比，鋰—二氧化碳
電池最大的優勢就是具有更高的能量密
度。“其容量比是鋰電池的7倍多，假設
我們現在使用的手機電池可以續航3天，
未來同等重量同等體積的鋰—二氧化碳
電池或許可以使用21天，甚至更久。”

轉化二氧化碳 更綠色環保
謝科予同時表示，鋰—二氧化碳電

池的另外一個優勢，就是利用二氧化碳
氣體提供電能，可謂是變“廢”為寶。
在整個能量轉換過程中，這款新型電池
比傳統的鋰電池更加綠色環保。
除此以外，在一些特定的環境中，

比如火星表面的二氧化碳濃度高達
95%，深地深海等極端環境二氧化碳濃
度較高，在此類區域的探索工程中，
鋰—二氧化碳電池完全可以“就地取
材”，更好地發揮其優勢。
該新型電池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

在航空、航天等領域亦具有廣闊的應用
前景，但團隊成員周麗嬌表示，要真正
大規模生產可能還尚需時日。“除了在
充電效率、電池充放電次數、成本控制
等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優化提升，後續我
們可能還會圍繞鋰金屬負極方面做一些
保護，更好地提高電池的循環效率。也
會試着用固體聚合物替代現有的電解
液，為鋰—二氧化碳電池提供更多應用
場景。”周麗嬌稱，鋰—二氧化碳電池
的關鍵材料與作用機制都與傳統不同，
其顛覆性技術也必將為未來帶來無限可
能。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華春瑩9日證實，中國與新加坡已經於8日正
式啟動了便利兩國必要商務和公務人員往來的“快
捷通道”。在確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中方將繼續
以穩妥方式逐步、有序恢復中外人員往來。

華春瑩說，中國和新加坡互為重要合作夥伴，
疫情發生以來，兩國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相互支
持幫助。經過近兩個月的溝通和準備，中新兩國已
經於8日正式啟動了便利兩國必要商務和公務人員
往來的“快捷通道”。這是兩國在疫情防控常態化
背景下恢復交往合作、支持復工復產的重要舉措。

她表示，中新之間的“快捷通道”也是中國
同東南亞國家建立的首個“快捷通道”，對於推動
兩國各自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以及維護地區和全球
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都是有利的。中新“快捷通
道”會在中國6個省（市）同新加坡之間實施，雙
方將視情逐步擴大通道適用範圍，並探討逐步恢復
兩國間商業航班。
華春瑩表示，中國和韓國之間“快捷通道”

也已順利實施，效果很好。中國和德國之間的“快
捷通道”已於近日開通，受到雙方經濟界歡迎。搭
載德方來華復工復產人員的首批兩架包機已分別於

5月30日和6月4日抵達天津和上海。後續包機安
排也在計劃和籌備中。
她表示，目前還有一些周邊和歐洲國家正在

和中方溝通建立類似安排。中方一直積極採取必要
措施，保障從事必要經貿、科技等活動的外國人員
來華。
“我們在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在確保防

疫安全的前提下，將繼續以穩妥方式逐步、有序恢
復中外人員往來，為各自國家復工復產、深化合
作、保障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穩定和通暢作出積極努
力。”華春瑩說。

有序恢復對外往來 中新啟“快捷通道”

■新型電池
小如紐扣。
香港文匯報
陝西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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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視點及央視新聞客戶端

報道，習近平總書記9日在銀川考察調研。他先後來

到賀蘭縣稻漁空間鄉村生態觀光園、賀蘭山東麓葡萄

種植園，了解當地發展特色農業產業、加強賀蘭山生

態保護等情況。

習近平考察賀蘭山蝶變
湛藍的天空 盛夏的綠意 奔跑的岩羊

賀蘭山地跨寧夏、內蒙古兩個自治區，在防風固沙、涵養水
源、生物多樣性維護等方面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對於寧

夏、西北地區乃至全國的生態安全至關重要。

吹響生態保衛戰號角
歷史上，賀蘭山作為關隘要塞，易守難攻，曾是兵家必爭之

地。因富藏煤炭、硅石等資源，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大規模的
無序開採活動在賀蘭山展開，留下溝壑縱橫、滿目瘡痍的山體。
面對愈發脆弱的生態環境，昔日百戰之地上，打響了一場新的戰
鬥——生態保衛戰。

對於賀蘭山、對於整個寧夏的生態保護，習近平總書記一直
念茲在茲，思慮深遠：

“寧夏作為西北地區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承擔着維護西北
乃至全國生態安全的重要使命。”

“寧夏生態環境有其脆弱的一面，生態環境保護建設要持之
以恒。”

“對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必須扭住不放、一抓到底，直到
徹底解決問題。”

……
字字千鈞，吹響了賀蘭山生態保衛戰的號角。
2017年5月，寧夏正式打響“賀蘭山生態保衛戰”，用一年

多時間對169處整治點全面開展了生態環境綜合整治；
2018年，寧夏下達2019年重點生態修復保護治理項目資金，

正式啟動寧夏賀蘭山東麓山水林田湖草生態保護修復工程試點項
目；

2019年5月，寧夏印發《賀蘭山生態環境綜合整治修復工作
方案》，要求建立賀蘭山生態環境保護長效機制，逐步恢復賀蘭
山自然生態本底。

封堵礦洞、回填礦坑、拆除建築、植樹種草……生態修復就
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

湛藍的天空、盛夏的綠意、奔跑的岩羊……如今的賀蘭山隨
處可見生態保衛戰的卓越成效。

習近平總書記此次來到賀蘭山，彰顯了他對生態文明建設這
件大事一以貫之的關心。單從今年總書記的行程來看，3月在浙江
重訪安吉余村，4月在陝西走進秦嶺深處，5月在山西汾河了解流
域綜合治理成果。幾乎每次調研，總書記都將考察生態環境保護
放在重要位置。

美麗新畫卷徐徐展開
不久前的全國兩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內蒙古代表團審

議時強調，“要保持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定力，牢固樹立生
態優先、綠色發展的導向，持續打好藍天、碧水、淨土保衛
戰”。

走得遠、問得深、察看得細，華夏大地的山山水水見證着習
近平總書記心繫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情懷。

一個個腳印、一句句叮囑、一項項要求，祖國的綠水青山是
總書記心中長久的牽掛。

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
賀蘭山的蝶變，也是寧夏，乃至全國生態環境保護不斷推進

的縮影。
建立企業環境違法違規行為年度記分制，全面實施黃河流域

寧夏段生態保護修復項目，聚焦六盤山、賀蘭山、羅山和黃河
“三山一河”謀劃實施生態保護修復治理項目……寧夏“絕好荊
關圖卷在，綠雲天外白雲家”的美麗景致，已不再遙遠。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
總體布局、將“保護生態環境”列入全面依法治國內容、將“生
態文明”寫入憲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穩步推進，人與自然和
諧共處已成為社會共識。

從大小興安嶺的陣陣松濤，到雪域高原的三江之源；從內蒙
古庫布齊沙漠“經濟綠洲”的治沙傳奇，到浙江“千村示範、萬
村整治”工程的成功實踐……廣袤的華夏大地已是綠浪滾滾，美
麗中國的新畫卷正徐徐展開。

人不負青山，青山定不負人！
賀蘭山，這座承載歷史、書寫當下的巍峨山脈，必將在新發展理

念指引下，成就更加綠意盎然的未來；這座曾經流淌着黑色“血與
淚”的礦山，正在見證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時代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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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6月8日赴寧
夏考察調研，考察中的一張現
場照片，9日刷爆了朋友圈。

6月8日下午，習近平先後
來到吳忠市紅寺堡鎮弘德村、

黃河吳忠市城區段、金星鎮金花園社區。當
天，新華社播發了多張現場照片，其中有一張
頗有趣味，十分引人注目，很快就刷屏了。

畫面裏，一頭牛閉上雙眼，把頭伸向總
書記，憨態可掬，總書記也伸出手，像是要
摸摸牠的頭。畫面生動有趣，大家也都笑
了。

牛確實是這裏的寶貝。總書記這次考察
的弘德村是生態移民村。近年來，弘德村大
力開展勞務輸出，發展種養殖業。全村724
戶從事養殖業，肉牛存欄1,481頭、羊存欄
5,989 隻，年收入 740 多萬元（人民幣，
下同）。2019年弘德村脫貧出列，農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8,435元。

誇陝西小木耳成大產業
產業扶貧一直是習近平十分關心的事

情。今年以來的考察調研中，他多次察看特
色扶貧產業。

5月在山西考察時，習近平來到大同市
雲州區，考察有機黃花標準化種植基地。習
近平步入田間，察看黃花長勢，對村民們

說，希望把黃花產業保護好、發展好，做成
大產業，做成全國知名品牌，讓黃花成為鄉
親們的“致富花”。

4月在陝西考察時，習近平來到柞水縣
小嶺鎮金米村考察脫貧攻堅情況。習近平步
行察看村容村貌，走進村培訓中心、智能聯
棟木耳大棚，了解木耳品種和種植流程，詢
問木耳價格、銷路和村民收入等，誇獎他們
把小木耳辦成了大產業。

做好鄉村振興大文章
習近平考察後，柞水木耳、雲州黃花在

朋友圈、直播平台都“火”了起來。
這些產品“火”了，背後的脫貧思路、

致富方法也“火”了。習近平曾說，鄉親們
脫貧後，我最關心的是如何鞏固脫貧、防止
返貧，確保鄉親們持續增收致富。發展扶貧
產業，重在群眾受益，難在持續穩定。

他強調，要延伸產業鏈條，提高抗風險
能力，建立更加穩定的利益聯結機制，確保
貧困群眾持續穩定增收。

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
鬥的起點。習近平說，接下來要做好鄉村振
興這篇大文章，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
化、生態、組織等全面振興。

木耳“火”了、黃花“火”了，越來越
多的產品“火”了，脫貧攻堅也就熱火朝
天，鄉村振興也就紅紅火火。 ■新華社

寧夏賀蘭山東麓位於北緯38度線，
是世界上最適合種植釀酒葡萄和生產高
端葡萄酒的黃金地帶之一。截至目前，
該產區釀酒葡萄種植面積達到57萬畝，
建成酒莊上百個，年產葡萄酒1.2億瓶。

2019年，產區葡萄酒綜合產值超過230億元人民幣。
賀蘭山東麓日照充足，全年日照達3,000小時；戈壁

灘上的砂土，富含礦物質；賀蘭山東麓位於北緯37度至
39度，是種植葡萄的最佳地帶；海拔在1,000米至1,500
米適合葡萄生長；年降雨量不超過200毫米。賀蘭山東
麓的日照、土壤、水分、海拔和緯度都有助於種植葡
萄。賀蘭山東麓葡萄酒香氣濃郁、純正，口感圓潤、協
調。

2011年1月30日，原國家質檢總局批准對“賀蘭山
東麓葡萄酒”實施地理標誌產品保護。

資料來源：綜合新華視點及百度百科

賀蘭山東麓葡萄酒

��$

總書記寧夏考察 這張照片刷屏了
■6月8日，習近
平在寧夏吳忠市
紅寺堡鎮弘德村
了解當地推進脫
貧攻堅情況。其
間，一頭牛閉上
雙眼，把頭伸向
總書記，憨態可
掬，總書記也伸
出手，像是要摸
摸牠的頭。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
新華視點微博報道，6月
8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
來到寧夏吳忠市利通區
金花園社區考察。這個
社區常住居民13,000多
人，其中近一半是少數
民族群眾。社區廣場
上，習近平同居民們親
切交流。他說，各民族
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
一份子，脫貧、全面小
康、現代化，一個民族
也不能少。各族群眾攜
手並進，共同邁入全面
小康社會，這體現了我
們中華民族的優良傳
統，也體現了我們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
越性。黨和政府持續不
斷努力，廣大人民群眾
堅持不懈奮鬥，今後的
日子一定會更好更幸
福。

■習近平情牽生態文明建設，考察賀蘭山生態保護情況。 網上圖片

■習近平總書記9日在銀川考察調研。他先後來到賀蘭縣稻漁空間鄉村生態觀光園、賀蘭山東麓葡萄種
植園，了解當地發展特色農業產業情況。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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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拓展农村消费”成为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之一。据商

务部统计，目前中国农村网民数量突破2.5亿，农村电商突破1300万家。越来越多的

服务和商品通过电商进入农村，改变着农民的生活和消费习惯。网购，不仅为农民拓

宽了就业渠道，也成为农村生活消费的新风尚。

“科技拍档”的炫酷体验

婀 娜 多 姿 的 “ 东 方 女 神 ”、 栩 栩 如 生 的
“巨蟒出山”……近期，江西上饶三清山景区
用一场 24 小时 5G+VR 直播向来自全国各地线
上游客展示了“天下第一仙峰”的美丽风景。
游客们只要打开手机或电脑，即可足不出户体
验“沉浸式”观赏。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全国各大在
线旅游平台、景区纷纷借助 5G+VR 技术推出

“云参观”“云旅游”活动，在不排队、不扎堆
的前提下满足人们强烈的出游需求。5G+VR
这对“科技拍档”在各种应用场景中落地生
根，为人们带来炫酷的生活新体验。

在 四 川 成 都 ， 当 地 首 个 5G+VR 云 店 铺
——华为大悦城云 VR 店铺近日上线。在 VR
店面中，全景布局和商品陈列得到完美还原，
用户拖拽屏幕即可前往感兴趣的“线上柜台”
了解商品详细信息。5G 网络助力下，画面高
清，选购体验稳定流畅。

防疫期间，不少零售业者将目光锁定 5G+
VR全景虚拟导购平台建设，在拓展线上消费的
同时，通过“线上柜台”引流的模式帮助线下
实体门店多方位获取客源，促进门店销售增
长，实现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消费模式。

“VR店铺客流量未来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现
阶段 5G+VR正在培养顾客消费的新模式。”VR
云店铺负责人表示，随着 5G 网络的全面覆盖，
未来将会有更多商业综合体、品牌商和零售商加

入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消费场景中，5G+VR 消
费新模式将得到更多消费者的接受和认可。

“5G与VR像孪生兄弟”

自 VR 技术问世以来，相关产品便在诸多
领域广泛应用，但由于技术不够成熟、基础设
施支撑不足等问题，VR 产业发展一直起伏不
定。

过去，在 VR 设备实际应用中，使用者常
常会因为画面延迟、声画不同步而产生眩晕
感。业内人士介绍，为了保障数据传输的效
率，VR 设备的体积重量相对较大，难以适应
长期佩戴，“拔不掉”的数据线也限制了设备
的便携性。

“如今 5G 技术的融入能够很好地弥补 VR

技术缺陷，有效解决设备体验不佳的问题。”
恒信东方公司副总经理吴狄杰表示，5G 具有
高速率、低延时、大容量传播的特点，因此
5G+VR 数据传输更快、更通畅，内容存储和
呈现也不再耗费大量空间与时间，突破了 VR
原有的技术瓶颈，带来的体验自然更加舒畅。

在 VR 设备的构造和成本上，5G 技术可通
过超高容量的云端存储和高速、稳定的数据传
输，将部分数据和计算任务交由云端完成，使
VR 终端更加小型化、轻量化以及无线化。硬
件生产成本也将下降 70%左右，实际使用与维
护费用也相应降低。

“5G 与 VR 像孪生兄弟相生相伴。”业内人
士称，随着 5G 与 VR 进一步深入融合，VR 设
备还有可能实现云端化，这将进一步推动 VR
终端的大规模普及和商用。

人才缺口亟待弥补

随着 5G+VR 产业的发展，高素质复合型
工程技术人才供给不足等问题成为亟待突破的
主要瓶颈。

当前 VR 产品和内容相对单一，一定程度
上 也 是 优 质 复 合 型 人 才 短 缺 造 成 的 结 果 。
51WORLD 数字城市事业部研发总监黎晓迎
说，研发人员不仅要了解虚拟现实技术，还要
具备 5G 通信和数据处理等相关经验，并根据
具体应用场景进行相应产品开发等工作。

为厚植VR人才发展的土壤，人社部与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今年初正式将“虚
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列为 16 个新职业之一，
教育部此前也将“虚拟现实技术本科专业”纳
入 《普 通 高 等 学 校 本 科 专 业 目 录 （2020 年
版）》，为设置职业教育专业和培训项目、确定
教学培训内容提供依据和参照，从而实现人才
培养和市场对接，满足5G+VR产业发展需求。

此外，各地高校和 VR 龙头企业也充分发
挥引导作用，通过加强合作办学、定向培养等
手段，促进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持续向市场输
出。去年 6 月，江西省教育厅发布了加快推进
虚拟现实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将构建全省
高校 VR 领域人才培养体系，打造 VR 人才聚
集的“江西高地”。专家指出，目前 VR 产业已
在政策和技术等方面连获助力，若能顺势“爬
坡过坎”突破人才瓶颈，整个行业将迎来更加
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市场规模有望达到900亿元

在“5G+VR”中感受无限风光
本报记者 金 晨

戴上VR（虚拟现实）设备走遍大好河山、登陆VR商店选购最

新产品……随着5G与VR在多个领域“成功牵手”，虚拟现实产业

在加速普及和商用落地方面迎来发展新机遇。工信部日前印发

《关于推动5G加快发展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推广5G+VR/AR（增强

现实） 等应用，促进新型信息消费。根据AR/VR行业市场分析机

构Greenlight Insights（绿光洞察）的预测，2020年全球VR产业

规模将达到1600亿元，中国市场规模将达到900亿元。

保障“米袋子、菜篮子”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近日表示，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国务院
扶贫办等部门，从 2014年起，连续 6年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推动全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支持了1180个示范县，已经实现对全
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全覆盖，有力促进了农村电子商务事业发
展。经过各地各部门多年的共同努力、广大企业的积极参与，我
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迅速，成效显著。”王炳南说。

据商务部统计，2019 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 3975 亿
元，同比增长 27%，带动 300多万贫困农民增收。今年防疫期间，
农村电商平台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四川省 88 个示范县就组织电
商、快递企业为居民配送生活物资达到600多万单，保障了居民的

“米袋子”和“菜篮子”。
“快递进村”工程也随着农村电商的火爆而加快建设步伐。

“今年全国邮政管理工作会议提出‘快递进村’工程，4月初印发
《快递进村三年行动方案》，仅仅1个月后，‘快递进农村’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表示，“全行业将扎实推进

‘快递进村’，延伸寄递服务网络，打通双向流通渠道，助力农民
脱贫增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行业力量。”

“电商+”成脱贫“新农具”

一根网线、一块屏幕、一部手机，打通贫困地区农产品“出
山路”，成为贫困户脱贫致富“新农具”。

“直播间的朋友们，我推荐的红薯汁是我们县的特产，鲜薯
鲜榨，绿色健康……”近日，河北省柏乡县宏卓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卓珍坐在手机前直播卖红薯产品。一个半小时的
直播，卖出近 300 件红薯汁。通过直播间的“吆喝”，王卓珍的
红薯畅销全国，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而且提高了农民收入。

“我要6包白仁，5斤龙须面，再来一瓶香油。”近日，家住山
东聊城市区的陈女士在一个家乡扶贫的微信群里下单购物。当天
下午，快递直接将货品送到了家门口。

陈女士的老家位于聊城下辖的临清市刘垓子镇。作为山东省
信息化扶贫示范镇，刘垓子镇与一家网络公司合作，建立信息化
扶贫电商平台，通过线上线下推广的方式销售扶贫农副产品。他
们组建了17个社区团购微信群，覆盖15个社区8000余户家庭，不

定期举办活动，推介镇上优质的扶贫农产品。
刘垓子镇党委书记于红丽说，2019年，镇扶贫大棚通过电商

渠道销售果蔬1.5万余斤，销售额近20万元，扶贫收益惠及当地贫
困户。“未来我们将加大线上线下推广力度，预计今年收益将有大
幅增长。”

农村冷链物流备受关注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邮政局普遍服务司司长马旭林提
交了一份 《关于对邮政快递企业在农村地区发展冷链物流给予财
政支持的提案》，建议“尽快解决制约农村地区冷链物流发展瓶
颈，加快推动农产品进城”。

马旭林称，中国农产品冷藏保鲜、冷链配送、标准化、规模
化等方面的能力还需加强，这是制约邮政快递业进一步发挥双向
流通渠道作用的关键因素。

农村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
食品与健康工程研究院院长刘昕在两份提案中同时提到的话题。
刘昕表示，将冷链物流基础设施投入作为公益性产业、民生产业
优先发展，能促进乡村振兴、农户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农村冷链
建设对“互联网＋直播+农产品”新业态也大有帮助。

刘昕认为，直播销售农产品，首先要让消费者对农产品有信
任感、安全感，这对农产品提出了更高要求，品牌化、标准化
是农产品需要进一步发力的地方。而农村冷链正是目前农村比
较薄弱的环节之一，应高度重视建立对冷链物流从源头到终端
的监管体系建设，高度重视对冷链物流网络的监管，只有解决
好这“最先一公里”的问题，才能解决农产品质量及安全问
题，也才能给农产品品牌化及标准化的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马旭林表示，邮政快递业开展冷链物流优势明显，邮政网点
乡镇覆盖率为 100%，快递网点乡镇覆盖率为 96.6%，是畅通“农
产品进城”的重要连接点，可以对农产品的全流程传递进行监
控，降低农产品发生不可逆转质变的风险。

中国农村网民数量突破2.5亿

农村电商让致富路更宽了
本报记者 杨俊峰

5月21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电商进农村带头人、分乡镇
百里荒“山上人家”民宿员工闫凤娥在直播平台推销农家山
货。 张国荣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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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裡斯縣,德克薩斯州 - 哈裡斯縣稅務評估
員和選民登記官安哈裡斯貝內特提醒合格的未
登記選民,星期一,2020年6月15日是登記投票
參加2020年7月14日決選的最後一天。

Bennett說:"作為美國第三大縣的選民登記
官,我想提醒登記選民,州長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將決選初選改期至2020年7月14日,原

因是COVID-19健康問題。希望參加 7 月選舉
的未登記合格選民必須在 2020 年 6 月 15 日截
止日期前進行登記。

州法律要求符合條件的選民在投票前30天
登記。

英文、西班牙文、越南文及中文的選民登
記卡可查閱稅務局網站www.hctax.net。 符合

資格的未登記選民可填寫德克薩斯州州務卿非
正式網上選民登記申請,並在www.VoteTexas.
gov列印郵寄即發式選民登記申請www.Vote-
Texas.gov。 在休士頓婦女選民聯盟 www.
Vote411.org 也提供帶薪選民登記申請www.
Vote411.org 。

Bennett補充說: 「已經遷移或更改姓名的

登記選民應在2020年6月15日星期一前更新其
選民登記狀態。 "現在更新您的選民記錄將有助
於確保在選舉日更快地辦理登機手續。

所有申請必須在2020年6月15日前郵戳,
才能在該州30天的選民登記截止日期前接受。

6月15日是決選初選的選民登記截止日期
決選初選因COVID-19推遲至7月14日

（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會長 梁義大
）高雄市長韓國瑜在六月六日投票罷免案
被罷免通過，但卻非常震驚的投同意罷免
卻有九十三萬多票比前年投票支持韓國瑜
當選的八十九萬二千五百票還多，其實早
在年初1月11日蔡英文以八百一十七萬多
票高票壓倒性連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就已埋
下伏筆，因為民進黨在前年太輕敵，致韓
國瑜的“貨出去，人進來，高雄發大財！
”接地氣的政見，贏得高雄市長選舉，使
得二三十年來原在民進黨原掌控的高雄縣
和高雄市由綠地變藍天，所以蔡英文政府
和民進黨會無所不用其極的要拿回高雄巿
的執政權，動用了罷韓國家隊打壓和中央
行政支援、網軍及親綠的新聞媒體來抹黑
造謠，加上蔡英文於罷免投票前三天六月
四日在民進黨的中常會裁示通過 「罷韓聲
明」 ，呼籲高雄市民踴躍投票，更導致二
十多年來在台獨教育下長大的大批年輕首
投族參予出來投票，很遺憾的韓國瑜市長
在政治鬥爭下被罷免了！

韓國瑜市長的被罷免除了政治鬥爭外
，另一個主要原因是韓國瑜的誠信問題，
因為很難得高雄市二三十年來由綠地變藍
天，高雄巿民很期待韓國瑜市長能在高雄
市好好的建設，把“又老又窮”的高雄市
大力整頓、大力發展！但韓國瑜市長因在
高雄市施政措施常受到蔡英文民進黨中央

政府的綁手綁腳，無法施
展政見，再加上“韓粉”
的極力支持勸進，在當選
高雄市長四個月後，變換
跑道去參加台灣領導人的
大選，而失去“誠信”，
很多高雄市民對韓國瑜沒
有遵守選前諾言“落跑”
，沒有做好做滿，背棄高
雄市民，“人無信而不立
”也是被罷免原因之一。
韓國瑜執政團隊一年半來
努力治水、清淤、修路、
幫忙農、漁產品輸出、推
動雙語教育，幫助弱勢團體的政績，雖讓
許多高雄市民有感，可能是執政團隊忙著
推動市政，但卻未把前朝涉嫌積弊案件向
高雄巿民有所交待，也是施政有失分之處
！

最痛心的是在六月六日投票完傍晚八
點四十五分，最講義氣、一路堅決挺韓，
議會質詢時民進黨議員攻擊韓國瑜全面護
韓、幫忙解圍的高雄巿議長許崑源在罷免
投票結果公佈後，心情低落，萬念俱灰，
從住家17樓墜樓死諫，求仁得仁，以死明
志！在許議長墜樓前在臉書貼文 「誰會是
贏家」 ，世界日報並刊登許議長夫人提到
「許議長看新聞得知韓國瑜罷免案通過，

情緒低落對她說“社會這麼沒是非，我活
著有什麼意思”，不久即發生噩耗。」 ，
其實早在去年九月上旬本會(北美洲台灣鄉
親聯誼會）“2019促進兩岸文化交流參訪
團”返台專程南下高雄市議會，拜會旅美
台灣僑胞所景仰的最重義氣挺韓國瑜市長
的許崑源議長前，即以得知許議長身體微
恙，小中風住院養病而無法出來接見我們
參訪團，但我們參訪團仍特地準備 「大義
凜然 為民喉舌」 的獎牌向許議長致敬！六
月六日斷腸時，晚上驚聞許議長噩耗，深
切痛悼中國國民黨失去一位忠貞烈士！我
們最景仰的許議長一路好走！

六月六日斷腸時 罷韓案過關 議長死諫日 牧養由家系列講座
如何面對在家教育的挑戰
6/13/2020 (9:30am-11:00am) 美中時間
  講員：鄭立新牧師

    Zoom Meeting Llink
    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tJYuceCtrzkoHdzNBMg
    29fwXDqvW_koEP18K
    會議 ID：923 6951 2278
    密碼：284277

信仰傳承的生活教育
6/27/2020 (9:30am-11:00am) 美中時間
  講員：李道宏牧師

    Zoom Meeting Llink
    https://zoom.us/meeting/register/tJMuc-CoqToqG9zQ9y
    HM0C8NiBcTfDoPeb80
    會議 ID：973 4907 1018
    密碼：72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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