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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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星期二
Tuesday, June 16, 2020

(綜合報道）白宮經濟
顧問庫德洛（Larry Kud-
low）14 日接受有線電視
新聞網（CNN）專訪時說
，聯邦政府為新冠病毒疫
情期間失業勞工提供的每
週 600 元額外失業福利，
到今年 7 月底到期就不再
延續。他說：‘我們等於
是發錢給民眾，讓他們不
上班。金額比他們的工資
還高。 ’

庫德洛說，每週多拿
600 元失業福利的作法，
在疫情發生的前兩個月或
許有幫助，也就是疫情最
嚴重的時刻，全美各地幾
乎處於全面封閉的狀態，
但這項措施今年 7 月就會
如期結束。

他進一步表示，幾乎

各行各業都認同，這筆每
週 600 元的額外失業福利
，變成一種抑制因素，讓
民眾失去工作動力。他說
，川普政府正在尋找改革
方案，為民眾重返職場提
供誘因，但計劃規模將不
會像疫情紓困方案一樣龐
大。

他舉例說：‘例如提
供金額較少的支票，對於
回去就業提供某些獎金。
’

庫德洛說：‘我們還
會推出其他配套措施，包
括紓困回饋金（tax rebates
），還有我覺得成效甚佳
的‘薪資保護貸款計劃’
（Payroll Protection Pro-
gram，簡稱PPP）。

（（路透社路透社））

鼓勵就業鼓勵就業 每週每週600600元失業福利下月底停發元失業福利下月底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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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近叁個月來，由于新冠疫情之襲撃，我們
的社區遭受到空前的災難，許多商家被迫停業
，疫情至今尚無法全面控制，大家都在憂慮之
中。

我們還是要呼籲大家要鎮定應付大局，全
國之動亂可能無法停止，就在上週， 亞特蘭大
警察又把一名黑人打死，從報告中得知二十七
歲的黑人青年布魯斯因測出酒精出超，並拒捕
和兩名警察扭打後搶走了雷射槍，在逃走後被
警察連開叁槍被打死， 雖然市長萊恩立即把開
槍警察革職，局長雪爾同時辭職，但仍難息衆

怒，上週末再度上演放火
燒店之悲劇。

最近連串之警民沖突
事件，暴露了我們社會長
期存在之結構性問題，冰
凍叁尺非一日之寒，自從
民權運動領袖金恩博士在
六十年代爭取平等民權以
來，美國國民基本教育已
經存在諸多不公平之現象
，非裔社區之學校由于經
費短缺，師資不佳，加上
許多單親家庭無法兼顧孩
童教育，能夠高中畢業者
已不在多數，何況上大學
者更是爲數不多，在此競

爭激烈之社會，很難謀得較好之工作機會， 久
而久之，他們長期生活在社會之最下層，經濟
條件愈來愈差，當然會造成社會之動亂之主因
。

今天我們看到許多政客正在利用社會之矛
盾肆意攻擊華亞裔社區， 在電視上公然辱罵，
實在令人不恥。

我們呼籲全體社區領袖及市民，這是我們
覺醒的時候了，我們更要認淸許多國內外媒體
，存心醜化我們的社會秩序， 希望在許多問題
上火上加油，我們不可不慎。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66//1515//20202020

In the last three months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our community has
suffered so much pain and lost so many people,
and we still are feeling so much uncertainty.

Last week there was another tragedy in Atlanta,
Georgia. A twenty-nine year old black man,
Rayshard Brooks, was fatally shot by officers in
a struggle following a field sobriety test.
Authorities said the lone man had grabbed an
officer’s Taser gun, but was running away
when he was shot. Mayor Lane said she did not
believe that this was a justified use of deadly
force. Police chief Erika Shields immediately
resigned, but still couldn’t calm
the people.

Recent unrest in this country is not
just a simple conflict between
police force and the citizens. This
is a long-standing social issue in
our nation. When we look at our
school system, the poor school
districts don’t have enough
resources to teach the students
adequately. A lot of them come
from single parent or broken family
homes. Many can’t even get a
high school diploma and don’t
expect to go to college to get more
education. When these groups of
young people do not have the skills

to get a job, they became a social problem.
When Dr. Martin Luther King fought for civil
rights in the1960’s, the political struggle just
could not be improved. The black community
living with this challenge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help each other and not just a slogan.

We are so angry and sad to watch some
politicians use African, Asian and Chinese
issues to gain their own political interest.

We are still urging all people to be united and to
use all our effort to protect this great nation.

Coronavirus DiaryCoronavirus Diary
We Need To Be Calm AndWe Need To Be Calm And
Protect This Great NationProtect This Great Nation

攜手努力攜手努力 應對騷亂應對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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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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朝鮮宣布切斷朝韓間一切繼朝鮮宣布切斷朝韓間一切
通訊聯絡線後通訊聯絡線後，，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
部長金與正部長金與正1313日發表談話日發表談話，，批評韓國對散發反批評韓國對散發反
朝傳單一事處理不力朝傳單一事處理不力，，表示朝方即將對韓採取表示朝方即將對韓採取
下一階段行動下一階段行動。。

據韓國國際廣播電台據韓國國際廣播電台(KBS)(KBS)報導報導，，韓國青韓國青
瓦台瓦台1414日凌晨在國家安保室長鄭義溶的主持下日凌晨在國家安保室長鄭義溶的主持下
緊急召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常任委員會會議緊急召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常任委員會會議。。
韓國外交部長官韓國外交部長官、、統一部長官統一部長官、、國家情報院院國家情報院院
長長、、聯合參謀議長出席了當天的會議聯合參謀議長出席了當天的會議。。

青瓦台發言人康珉碩介紹稱青瓦台發言人康珉碩介紹稱，，會議就目前會議就目前
的半島情況進行了檢查的半島情況進行了檢查，，並討論應對方案並討論應對方案。。

報導稱報導稱，，青瓦台在四天前也召開了國家安青瓦台在四天前也召開了國家安

全保障會議常任委員會會議全保障會議常任委員會會議。。當時當時，，青瓦台就青瓦台就
部分民間團體對朝鮮散發傳單深表遺憾部分民間團體對朝鮮散發傳單深表遺憾，，並稱並稱
將嚴厲應對相關行為將嚴厲應對相關行為。。

據報導據報導，，青瓦台在上次國家安全保障會議青瓦台在上次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後的新聞發布會上詳細介紹了會議結果後的新聞發布會上詳細介紹了會議結果，，但此但此
次青瓦台並未向媒體公開會議的詳細內容次青瓦台並未向媒體公開會議的詳細內容。。

繼朝鮮宣布切斷朝韓間一切通訊聯絡線後繼朝鮮宣布切斷朝韓間一切通訊聯絡線後
，，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部長金與正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部長金與正1313
日發表談話日發表談話，，批評韓國對散發反朝傳單一事處批評韓國對散發反朝傳單一事處
理不力理不力，，表示朝方即將對韓採取下一階段行動表示朝方即將對韓採取下一階段行動
。。針對近來朝鮮半島局勢針對近來朝鮮半島局勢，，韓國統一部表示韓國統一部表示，，
韓朝應共同遵守此前簽署的所有協議韓朝應共同遵守此前簽署的所有協議。。

(綜合報道）據《印度時報》報導，尼泊爾聯邦議會眾議院
表決通過憲法修正案，將與印度存在領土爭議的卡拉帕尼等地區
納入新版國家地圖。

《印度時報》報導稱，尼泊爾眾議院275名議員中，258人
對憲法修正案投了贊成票，而且沒有人投反對票。印度外交部隨
後發表聲明表示，拒絕承認尼泊爾的新版地圖，稱其為“單方面
行動”，“不是以歷史事實或證據為依據”。據悉，根據尼泊爾
的新版地圖，該國的國土面積比舊版多出約335平方公里。

印度和尼泊爾政府對卡拉帕尼等地區領土主權長期存在爭議
。今年5月上旬，印度國防部長辛格突然宣佈為一條長約80公里
、連接印度內地至立普列克山口、經過卡拉帕尼的道路剪彩，引
發尼泊爾的不滿和抗議。尼方批評印度的行為是“入侵”，並於
5月20日對外發布新版全國行政地圖，將卡拉帕尼等爭議地區進
一步明確為尼方領土。

據馬來西亞《東方日報》報導，13日是尼泊爾議會休會日，
不過尼泊爾總理奧利要求議員當天加班討論憲法修正案，這顯示

出尼政府通過修正案的決心及否定印度對爭議邊界的看法。印度
媒體認為，儘管印度外交部的抗議語氣看似嚴重，但代表軍方的
陸軍司令納拉萬的表態卻顯得相當和緩。他強調兩國“有著非常
牢固的關係”。一名了解相關事態進展的消息人士此前對《環球
時報》記者表示，印度此前一度對尼泊爾提出的對話建議並不感
興趣，但近期的態度已出現了較大轉變，認為雙方仍存在磋商的
可能。

韓國青瓦台緊急召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多名軍方高級官員與會

（綜合報導）日本
民營公司星際科技公司
14 日清晨發射“MO-
MO五號機”火箭，但
引擎在升空後約莫1分
鐘後緊急停止，自 11
公里處空中向海面墜落
，宣告任務失敗，如今
墜海畫面也已曝光。這
是該公司第五度發射火
箭，但迄今只有 2019
年 5 月的“MOMO 三
號機”成功進入太空。

NHK報導，MO-

MO 五號機 14 日清晨
於北海道大樹町發射場
升空，隨著升空高度增
加，MOMO 五號機飛
行軌跡逐漸傾斜，最終
墜落距離發射點約4公
里處的海面。根據星際
科技公司初步分析，
MOMO 五號機當時有
來到11公里處。

MOMO 五號機全
長10米，與去年7月發
射的MOMO四號機一
樣大。事實上，MO-

MO五號機原定於今年
1月試射，但因通訊設
備出現問題延後發射日
期，在更換新零件後，
才於 14 日執行試射任
務。

此次也是星際科技
公司第五度發射火箭。
回顧先前任務，MO-
MO 一號機於 2017 年
發射，因強度不足升空
10 公里便墜毀，MO-
MO二號機也沒有發射
成功，但MOMO三號

機成功打破前2次的失
敗紀錄，在發射的第4
分鐘就來到地表100公
里的預設高度，順利進
入太空，也是日本民間
企業製造火箭首度進入
太空。

不過，MOMO 四
號機與五號機均未完成
任務，分別達到空中
13 公里處、11 公里處
後墜落。

領土爭端升級領土爭端升級！！尼泊爾將爭議地區納入新版國家地圖尼泊爾將爭議地區納入新版國家地圖，，印度拒絕承認印度拒絕承認

日本火箭發射失敗日本火箭發射失敗 升空升空11分鐘引擎急停隨後墜海分鐘引擎急停隨後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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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國語教會
Chinese Lutheran Church

韓友惠牧師     Rev. You-Hui Han
金克里斯牧師  Rev. Chris kim

星期日  上午 09:30 主日崇拜(國語)/兒童崇拜(英語)
            上午 10:00 兒童主日學/英語主日學
            上午 11:00 兒童中文班
            上午 11:15 成人主日學(國語)
            上午 11:40 主日崇拜(英語)
星期三  晚上 07:30 教會禱告會
星期六  晚上 06:30 分區家庭團契

Tel: (281)498-0105    www.clchouston.org
12143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位於百利大道上/介於Kirkwood與Cook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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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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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多地民眾呼籲
重新審查殖民者相關雕像

綜合報導 倫敦市長薩迪克· 汗辦公室表示，將由壹個新的委員會負

責審查英國首都的地標建築，其中包括街道名稱、公共建築和紀念碑名

稱等，檢查是否與奴隸制和種植園主有關聯。倫敦市長薩迪克· 汗當天(9

日)對媒體表示，他不會寬恕違反法律的行為，希望有壹個適當的程序來

移除任何不符合倫敦價值觀的雕像。該委員會將由藝術家、歷史學家和

社區領導人組成。

與此同時，曼徹斯特市委員會也將重新審查市內的雕塑，了解它們

的歷史和背景，以回應近期發生在英國的反種族主義遊行。如今已有超

過1000人簽署了請願書，要求拆除該市皮卡迪利花園的羅伯特· 皮爾爵

士雕像，羅伯特· 皮爾曾擔任兩屆英國首相，但他的父親曾積極支持奴

隸制。

近日，弗洛伊德之死引發英國各地舉行反種族主義的示威遊行，繼

之前示威者將當年從事黑奴貿易的英國商人愛德華· 科爾斯頓的雕像拽

倒並推進河裏後，民眾繼續呼籲移除英國殖民者雕像。

據當地媒體報道，已經有數千人在網上發起請願，要求移除牛津大

學內豎立的英國殖民主義者代表人物塞西爾· 羅茲的雕像。牛津有26名

議員聯名寫信支持，他們認為，該雕像的存在和牛津反種族主義的承諾

格格不入。據了解，塞西爾· 羅茲曾是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早期設計者

，同時為英裔南非商人與政客，是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支持者。截至

目前，牛津大學和所屬的奧裏爾學院還沒有做出評論。

希臘和意大利簽署經濟區邊界協定
強化海洋捕魚權

綜合報導 希臘外交部長登迪亞斯和意大利外交與國際合作部長迪

馬約，分別代表兩國政府，在雅典正式簽署歷史性海洋劃界協議《專屬

經濟區邊界協定》。

據報道，該協議實際上是希臘和意大利在1977年簽署的壹項海上邊

界協議的延伸，主要涉及愛奧尼亞海的捕魚權，預計這也將為希臘與阿

爾巴尼亞、埃及和塞浦路斯達成類似協議鋪平道路。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對希臘與意大利簽署《專屬經濟區邊界協定》

表示歡迎，認為這是“睦鄰友好關系的典範”。

米佐塔基斯在壹份聲明中稱，這是壹種合作與睦鄰友好關系的模式

，對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他表示，該協定完全符

合國際法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希望鄰國也能遵循類似的協議。

有消息稱，目前希臘政府和埃及政府正在技術層面進行談判，如果

有進展，將可能達成部分協議。但由於土耳其、塞浦路斯和以色列的原

因，希臘要與埃及簽訂專屬經濟區協定，將比與意大利或阿爾巴尼亞簽

訂協定更為復雜。

而在2019年11月底，土耳其和利比亞政府也簽訂了壹份海洋邊界協

議，引起塞浦路斯、希臘和埃及的強烈反對和譴責，歐盟也對此表示反

對。

日前，土耳其政府稱，土耳其石油公司(TPAO)為在地中海的24個區

塊實施油氣勘探與開發辦理許可證，這引發希臘等國的強烈不滿。希臘

強調有的區塊位於希臘大陸架上，為希臘專屬經濟區的壹部分，土耳其

的行為是對希臘主權的侵犯。

法國央行：2020年法GDP將下降10%以上
經濟恢復至少需兩年

綜合報導 法國央行法蘭西銀行6月9

日預計，2020年第二季度法國國內生產總

值環比將萎縮約15%，全年將創紀錄地下

降10%以上。在“封城”期間停滯後重啟

緩慢，法國經濟需要至少兩年的時間，才

能從新冠疫情引發的危機中恢復。

據報道，法蘭西銀行行長德•加洛

(François Villeroy de Galhau)表示：“3

月份法國經濟突然停滯，現在正在迅速

重啟，但要走出危機尚需時日。”

法蘭西銀行當天公布了未來兩年宏觀

經濟預測，與全球其他地方壹樣，法國

經濟因為3月中開始實施到5月中結束的

嚴格“封城”，“在2020年第壹季度遭

受前所未有的沖擊”。

預測報告認為，2020年第三季度法

國經濟將反彈，但全年經濟仍將不可避

免出現前所未有的衰退，大約為-10%。

這個預測數字與法國政府在部長會議上

討論的2020年第三個預算修正案中估算

的-11%很接近。

法蘭西銀行的預測認為，2021年和

2022年是法國經濟恢復的兩年，但恢復過

程是漸進式的。預計2021年的增長率為

7%，2022年為4%

。連續的反彈後，

法國經濟將在2022

年中期恢復到2019

年底的水平。

對經濟恢復

起關鍵作用的因

素是家庭消費，

法蘭西銀行認為

，失業率上升和

整體不確定性將

繼續影響消費。

法國人的儲蓄數

已經達到了1000億歐元左右，家庭儲蓄

率今年全年會超過22%，全年消費則會

下降9.3%。

政府推出的部分失業措施，也能在

壹定程度緩和危機對就業和購買力的沖擊

。今年年底失業率仍將超過10%，到2021

年將登頂達到11.5%，預計到2022年失業

率會下降到9.7%。至於購買力，今年將

降低0.5%，然後會上升，但上升的速度

會比經濟活動的恢復慢得多。

法蘭西銀行的這個預測依據的前提是

，疫情未來始終處於控制之下，經濟能夠

適應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另外，預測沒

有考慮政府未來會推出重振經濟的措施。

德· 加洛呼籲政府斥資100至300億

歐元支持那些資金方面遭受重創、負債

極重的企業。

德· 加洛補充說，如果在2021年年

中疫苗和治療方法能夠推出，家庭減少

儲蓄、增加消費，經濟的恢復會比預期

更快。反之，如果疫情重新嚴重起來，

經濟恢復會更緩慢。

俄方：西方國家正在加緊活動破壞俄憲法修正案投票
綜合報導 俄羅斯聯邦安

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夫10日

在莫斯科對媒體表示，西方

國家正在加緊活動，企圖破

壞俄憲法修正案投票並造成

俄局勢動蕩。

帕特魯舍夫表示，根據掌

握的情報，在全俄對憲法修正

案進行投票以及之後的各級選

舉到來之前，西方國家正在加

緊活動，企圖在俄各地挑起民

族和分裂情緒，以達到造成俄

羅斯社會分裂，向俄強加有益

於他們的價值觀和發展模式，

操縱社會意識形態的目的。

帕特魯舍夫表示，西方國

家為破壞俄羅斯局勢穩定正在

打造非政府組織網絡，相關的

破壞工作也由非政府組織協調

。據公開數據顯示，2015年到

2019年間，俄境內非政府組織

從國外獲得了約40億盧布的資

金支持。而實際上，非政府組

織獲得的資金支持遠高於這壹

數字，因為西方資助者動用了

各種隱蔽的融資模式。

帕特魯舍夫說，在俄羅

斯發動“顏色革命”是西方

國家在前蘇聯地區的戰略目

標。蘇聯解體後，西方國家

對前蘇聯國家開始表現出

“濃厚興趣”。與此同時，

那些經歷了“顏色革命”的

國家，得到的並非民主化和

繁榮，而是政治制度不穩定

、腐敗和有組織犯罪增加、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

帕特魯舍夫強調，西方

國家將俄羅斯視為敵人，將

俄羅斯當做安全威脅的來源

，積極利用互聯網和媒體損

害俄領導層的威信，幹預俄

聯邦選舉和地方選舉。他說

，西方國家數十年來壹直使

用整套的手段來幹涉他國主

權。“起初是新聞宣傳和外

交施壓，此後則是引爆壹場

似乎是人民自發的行動，來

使政權更疊”。

帕特魯舍夫說，世界正

從“以美國為中心的單極”

轉變為基於平等和互利的新

型國際關系，但美國正在阻

止這種情況。目前俄羅斯已

阻止了壹些外國非政府組織

的反俄活動，加強對親西方

組織從國外獲得援助渠道的

控制。

此前，俄總統普京宣布，

俄羅斯將於7月1日舉行憲法修

正案全俄投票。9月俄羅斯將

迎來多場地方首腦選舉。

據俄司法部網站信息，目

前全俄已有22個被司法部列

入不受歡迎的非政府組織，

其中包括了國家民主基金會

、開放社會基金會、歐洲民

主選舉平臺等。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是

保障俄羅斯國家安全的最高

決策機構。安全會議由總統

擔任主席，秘書由總統任命

並直接對總統負責。除了總

統、秘書，安全會議常委還

有總理、議會兩院議長、外

長、國防部長等人。

捂了4個多月後，加拿大公布病毒來源

綜合報導 報道稱，該國不列顛哥倫

比亞省公布的數據顯示，該省感染率最

低的城市是華裔占比最高的列治文市。

基因測序分析發現，該省的新冠病

毒毒株主要來源於加拿大本土和美國、

歐洲，而不是中國。

這個有說服力的數據公布時間，在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發生新冠疫情4個多

月後，當地官員當初捂著數據不公布，

理由是為了避免對某些社區汙名化。而

實際上，華人占多數的列治文市壹度被

認為可能是本省疫情原發地。

由於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瀕臨太平洋

，傳統上是華裔聚居地，因此新冠疫情

恐慌出現最早，針對華裔的仇視歧視行

為屢見不鮮。

加媒報道稱，警方的數據顯示，在溫

哥華地區，疫情期間針對亞裔的仇恨類

犯罪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倍。許多帶有

種族主義情緒者將新冠疫情歸咎於華裔

，並且到處散布種族仇恨言論。

4日公布的數據直接為華裔正名。

數據顯示，列治文市（該市人口

約 20萬，其中華人占 54%）是大溫哥

華地區感染率最低的城市。該市累計

感染率為每10萬人有44人感染，是不

列顛哥倫比亞省確診數占總人口比例最

低的城市。

自5月18日以來，列治文市再無壹

例新增病例，這也是該省低陸平原地區

唯壹的壹個。

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傳染病學

專家菲利普斯認為，數據“確鑿證明了華

人社區應對疫情努力所取得的成效”，世

界各地華裔聚居區情況大抵類似。

不過，這個數據顯然公布得太晚了。

香港《南華早報》網站9日發表題

為《反華病毒在溫哥華傳播，但本來可

以打破種族歧視傳染鏈的數據卻曾秘而

不宣》的文章稱，把這種流行病及其在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傳播與華人等同起

來，是完全錯誤的。

文章稱，“早壹些公布這些數據，

或許可以幫助減少反華情緒的余燼”。

為什麼當地不早早公布這壹數據，

避免滋生反華情緒呢？官方的原因很具

有諷刺意味。

幾個月前，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衛生

廳長邦妮· 亨利為暫時不公布地區新冠疫

情統計數據辯護。她列舉了兩個理由：

壹是避免對感染情況嚴重的地區居民汙

名化，二是防止感染率較低的地區麻痹

大意。

4日公布的數據還包含對700到800

個病毒樣本的基因組測序數據顯示，中

國並非是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出現的絕大

多數感染鏈的直接源頭。

亨利承認，今年1月不列顛哥倫比

亞省最初出現的病例確實涉及來自武漢

的新冠病毒，這“並不令人意外”。但

這些病例很快就了結了，那些感染鏈迅

速中斷。

加拿大官方有關新冠疫情的信息不

透明，也遭到民眾的質疑。

加拿大《國家郵報》5月26日報道

稱，壹項新的民意調查顯示，壹半的加

拿大人認為他們沒有從政府那裏得到關

於新冠肺炎的全部真相。

此前報道，多國已經證實，其新冠

病毒的最主要來源國是美國。

4月30日，加拿大《國家郵報》援

引4個主要新冠疫情大省的統計數據報

道稱，雖然新冠肺炎疫情最早在中國暴

發，但是把這個病毒傳入加拿大的卻是

美國旅行者。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5月18日發布的

壹項研究結果顯示，該國約70%的新冠

病例感染的病毒毒株來自美國。

來自日前澳大利亞衛生部的疫情分析

信息顯示，澳大利亞全國發現的6900多

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中，輸入病例占比

很高，其中，美國是澳大利亞境內病毒

的最主要來源國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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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拜登已經表示過將挑選一名女性作為副總統
，與他一起參加競選。弗洛伊德之死後，抗議種族歧視的遊行
在全美蔓延。於是民主黨人要求將一名有色人種女性列入候選
名單。

據美聯社報導，拜登已經將他的副總統候選人名單縮小到
了三位，她們都是女性，其中有兩位非裔美國人。

此前，拜登的競選團隊做了一份6人名單，但經過進一步
篩選，名單中只剩下來自馬薩諸塞州的伊麗莎白•沃倫、加州
的卡馬拉•哈里斯以及曾擔任過奧巴馬時期國家安全顧問的蘇
珊•賴斯。

知情人士拒絕透露更多信息，但表示還
沒有最終確定。不排除有其他候選人加
入名單。
對於這個消息，拜登發言人安德魯•貝
茨說，“他只是說出了他的猜測，有句
話叫：說話的人不知道，知道的人不說
話。"
拜登已經表示過將挑選一名女性作為副
總統，與他一起參加競選。弗洛伊德之
死後，抗議種族歧視的遊行在全美蔓延
。於是民主黨人要求將一名有色人種女
性列入候選名單。
前弗吉尼亞州州長、前民主黨全國委員
會主席特里•麥考利夫說，“雖然拜登
最後會選擇與他最合拍的搭檔，但歷史
上首次有一名黑人女性出現在主要黨派
的副總統候選人名單上，這令黨內人士
都很興奮。”
競選名單中的哈里斯和賴斯都是黑人女
性。拜登的競選團隊還考察過佛羅里達

州眾議員瓦爾•戴明斯、亞特蘭大市長基莎•蘭斯•博托斯，
她們都是非裔美國人。還有新墨西哥州州長米歇爾•盧詹•格
里沙姆，她是一名拉丁裔女性。

所有的候選人都被要求提供個人財務記錄、過去的著作和
其它一些文件。而拜登與他的團隊也與許多女性候選者們進行
了多次公開或私下的互動，但還沒有進行任何正式的一對一溝
通。

賴斯與前奧巴馬政府官員們關係良好，而且與前總統個人
關係十分密切，拜登擔任副總統期間曾與賴斯有過密切合作，
這是她的優勢所在。雖然她從未擔任過民選職務，但擁有豐富

的外交經驗，她還擔任過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離開白宮後，她
則致力於批評特朗普政府，並考慮參與競選緬因州的美國參議
員。

賴斯長期以來一直是共和黨人攻擊的目標。她在2012年的
利比亞班加西美國人遭到致命襲擊後發表的言論，曾被共和黨
人猛烈抨擊。共和黨人還指責她對特朗普的第一任國家安全顧
問邁克爾•弗林進行過間諜活動，儘管根據特朗普政府解密的
記錄顯示，沒有證據表明賴斯利用過不正當的手段獲取過任何
信息。

哈里斯和沃倫自結束自己的總統競選以來，一直被視為副
總統這一重要職位的有力競爭者。

最近幾個月，沃倫和拜登攜手合作，還經常一起談論馬薩
諸塞州參議員在競選中提出的進步政策理念。拜登已經採納了
她提出的大修破產法的建議。現在，隨著新冠病毒大流行和由
此導致的經濟放緩提高了接下來執政的難度，一些民主黨人將
沃倫的政策視為救命稻草。

如果拜登和沃倫合作成功，則意味著美國將被兩位70多歲
的白人民主黨人統治。至今年，拜登已經77歲，而沃倫是70
歲。

哈里斯是唯一一位贏得過州政府職位的有色人種的候選者
，鑑於拜登強調要找一位“準備好當總統”的搭檔，那麼她的
這一經驗給她帶來了加分。她和拜登在網上舉行的籌款活動中
也打出了很好的配合。哈里斯是刑事司法方面的專家，但一些
進步人士則對她的檢察官背景持懷疑態度。

還有一位疑似出局的候選者是明尼蘇達州參議員艾米•克
洛布查爾。她多年前曾在包括明尼阿波利斯在內的多個地區擔
任過檢察官。在她任職期間，有二十多人在與警察的衝突中死
亡，其中大部分是少數族裔。

雖然知情人士沒有明說克洛布查爾是否已遭淘汰，但鑑於
最近發生的事件，民主黨人普遍認為她已經出局。

（綜合報導）弗洛伊德之死引
發的抗議示威活動中，美國加利福
尼亞州共部署8000名國民警衛隊士
兵協助地方警察，為此需要支付近
2500萬美元。

據報導，這筆錢中超過1800萬
美元花在了洛杉磯縣，國民警衛隊
在這裡部署了5500名士兵來保護建
築和其他基礎設施。剩下的錢則用
於在包括舊金山和薩克拉門託等城
市部署軍力。

加州州長紐森此前宣布洛杉磯
縣進入緊急狀態，這樣該州就可以
通過從專門用於救災的賬戶中提取
資金，支付洛杉磯縣花費的1800萬
元。加州財政部門致信州議員，稱

部署軍力是有必要的，以減輕洛杉
磯地區的治安壓力。

加州軍事部門要求將其餘的錢
以“緊急開支”的名義支付。 “緊
急開支”定義為應對災害或極端危
險的情況，這些情況會直接威脅到
該州民眾健康或財產安全。

然而，反警察恐怖項目聯合創
始人凱特•布魯克斯認為，這是浪
費大量資金，這些錢完全可以用於
學校教育、心理健康、病毒檢測和
醫療保健等領域。加州陸軍國民警
衛隊上校克雷格 桑德曼在一份備忘
錄中提醒稱，如果政府不提供資助
，加州軍部的資金將會耗盡。

（綜合報導）美國傳染病專家、白宮新冠
病毒工作組成員福奇警告說，如果不建立強有
力的接觸追踪機制，一些州報告的新冠肺炎住
院人數的上升趨勢可能會失去控制。

福奇說：“隨著對經濟活動封鎖限制的解
除，美國的感染人數必然會上升。但當你開始
看到更多患者住院治療時，這無疑是一個危險
信號，表明你正朝著錯誤的方向發展。”

據統計，到目前為止，美國已有超過11.5
萬人死於新冠病毒。美國約有6個州正與努力
應對越來越多的患者擠滿醫院病床的問題。德
克薩斯州和北卡羅來納州12日公佈了大流行開
始以來的最高住院率。

福奇強調，住院人數的增加是一個令人擔
憂的趨勢，也表明需要放慢一點重新開放的步
伐。

俄勒岡州州長凱特•布朗表示，在該州11
日報告的新冠肺炎病例日增創紀錄後，將暫緩
縣政府重新開放的申請。猶他州共和黨州長加
里•赫伯特12日下令該州大部分地區停止重新
開放，同時調查病例激增的原因。

與此同時，美國衛生官員敦促美國人繼續
堅持社交距離和其他防疫安全措施，並警告說
，如果新冠肺炎病例激增，各州可能需要重新
實施嚴格限制。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的官員
說，公眾應繼續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離，定期
洗手以降低感染風險。

美疾控中心傳染病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
德和副主任傑伊•巴特勒一起接受記者採訪時
說：“如果病例再次上升，特別是如果病例急
劇上升，必須認識到，可能還需要採取更多的
限制措施。”

隨著美國重開經濟，包括得克薩斯州、亞
利桑那州和佛羅里達州在內的多個州最近幾周
放鬆了社交距離的指導方針。美國許多州也不
再要求居民戴防護口罩。

疾控中心官員還表示，夏季的公眾集會可
能會提高感染率，並敦促參與者遵守社交疏遠
準則，不過他們沒有直接評論與2020年美國總
統選舉有關的集會。

拜登將在三位女性中間選定競選搭檔出戰特朗普拜登將在三位女性中間選定競選搭檔出戰特朗普，，
可能是一位非裔美國人可能是一位非裔美國人

美疫情反复，多州暫停開放計劃，
專家警告：全美或再次實施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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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對韓“斷聯” 半島局勢又添新變數
朝鮮中央通訊社發表公報說，為抗

議韓國縱容“脫北者”從韓國向朝鮮方

向散發反朝傳單，朝方將從當地時間當

天中午12時開始切斷朝韓之間壹切通訊

聯絡線。

分析人士指出，朝方此次對韓“斷

聯”可能是出於表達對韓不滿和打破目

前僵局的考量，但此舉大幅壓縮了兩國

對話空間，給本已陷入僵局的朝鮮半島

局勢增添了新變數。未來如何有效管控

半島局勢考驗各方智慧。

全面“斷聯”
朝中社公報說，朝方將斷絕並廢除

通過朝韓聯絡辦公室維持的雙方之間的

通訊聯絡線、朝韓軍方之間的東西海通

訊聯絡線、朝韓通訊試驗聯絡線，以及

朝鮮勞動黨中央總部大樓和韓國總統府

青瓦臺之間的熱線。

公報說，朝鮮勞動黨中央副委員

長金英哲和黨中央第壹副部長金與正

8 日在對韓國工作部門的工作會議上

強調，要把對南工作全面轉換為“對敵

工作”。

面對朝方的這壹決定，韓國統壹部

9日表示，韓朝間通訊聯絡線是為南北

雙方進行溝通設立的基本手段，應遵循

韓朝間的協議，維系這些聯絡渠道。統

壹部稱，當天上午韓朝聯絡辦公室韓方

工作人員撥打了朝方電話，但朝方並未

接聽。

表達不滿
分析人士認為，朝方之所以做出如

此強硬之舉，是因為對韓方存在諸多不

滿。朝方認為自己在半島無核化進程和

朝韓關系改善方面做出了諸多讓步，進

行了善意配合，但韓國在發展朝韓關系

上“沒有能力”，在推動朝美關系上也

作用有限。同時，長期遭受國際制裁的

朝鮮希望朝韓經貿合作可以部分緩解本

國經濟困難，但雙方多項合作協議由於

受到美國幹涉而流於壹紙空文，令朝方

感到失望。以韓國反朝團體散發傳單為

契機，朝方采取“斷聯”的強硬措施，

對韓國的“不作為”表達積累已久的不

滿。

韓國國家戰略研究院外交安保中心

負責人申範哲認為，朝鮮對韓國政府表

示強烈不滿的信號十分明顯，這種不滿

包含兩個方面：壹是韓國“脫北者”團

體散發的反朝傳單可能落入朝鮮境內，

對朝鮮政治和社會安全產生負面影響；

二是朝方認為韓國政府未能切實履行韓

朝領導人2018年簽署的《板門店宣言》

和相關協議。

分析人士認為，朝方對韓發難是想

打破當前半島無核化談判的僵局，同時

也逼迫韓美在未來的談判中讓步，為自

己爭取更多談判空間。

局勢堪憂
分析人士指出，朝韓間的各種聯絡

機制建立起來實屬不易，發揮著實現直

接溝通、避免出現誤判的關鍵作用，對

防止半島局勢失控至關重要。朝韓關系

的最新發展，給已經陷入僵局的朝韓關

系和半島無核化進程帶來負面影響，為

半島局勢增添新的變數。

韓國國家安保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金

仁泰說，朝方此舉使南北間通過對話磋

商問題的空間被大大壓縮，韓朝關系恐

將在較長壹段時間內持續陷入僵局。

金與正此前曾警告說，如果韓國不

采取相應措施，朝方將拆除開城工業園

區，關閉朝韓聯絡辦公室，甚至廢除

2018年兩國簽署的軍事協議。朝中社9

日的公報也說，這次的措施只是第壹階

段行動。韓國輿論分析，不排除朝方今

後做出更多強硬舉動的可能，韓朝關系

發展前景令人擔憂。

申範哲認為，朝方目前的舉動僅針

對韓國政府，但接下來朝方還可能通過

進行戰略武器試射等方式向美方釋放強

硬信號。

分析人士指出，在新冠疫情未平、

美國總統選舉將至的敏感時期，如何有

效管控半島局勢，避免緊張對峙進壹步

升級，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努力，考驗有

關各方的政治智慧。

綜合報導 據日本廣播協會(NHK)報

道，日本京都地方法院開庭舉行公示程

序，公示拘留“京都動畫”工作室縱火

案嫌疑人青葉真司的理由。

而青葉由於傷勢較重，以躺在擔架

車上的特殊形式出庭。程序伊始，法官

詢問嫌疑人姓名，嫌疑人回答道“青葉真

司”。隨後，法官對拘留的理由進行了說

明。法官說，考慮到該案的性質等，判斷

有其他人介入隱藏、毀滅證據及嫌疑人逃

亡的風險，因此對其進行拘留。

對此，其辯護律師稱，距離事件發

生已超過10個月，警方也已掌握了必要

的證據，且並不認為有親屬及朋友將協

助其逃亡，因此沒有拘留的必要。

該程序進行了約30分鐘，青葉壹直

在庭上靜聽，未發表自己的意見。

據悉，為防止新冠病毒感染，法院

采取了間隔旁聽的措施，當天共設有25

個旁聽席，前來請求旁聽的民眾達到了

165人。

2019 年 7 月 18 日，青葉涉嫌闖入

“京都動畫”第壹工作室，潑灑汽油縱

火。案發時工作室內有70人，36人死亡

，33人不同程度受傷。而青葉在案發後

立即逃離，在現場附近被控制。青葉本

人也被全身燒傷，後被送往醫院治療。

2020年5月27日，警方以涉嫌謀殺、縱

火等罪名正式將其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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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泰國旅遊與體育部部長皮

帕10日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年

4月和5月來泰旅遊的外國遊客數量為零，

而1至5月入境泰國的外國遊客數量較去年

同期減少了1002萬人次，降幅達59.97%。

今年前5個月，泰國入境旅遊的總收

入為3320億泰銖(約合737億元人民幣)，同

比下降59.57%。

同期，泰國國內遊客人數同比減少

5588萬人次，下降58.19%；國內旅遊創收

同比減少2630億泰銖(約合 584億元人民

幣)，降幅為57.86%。

皮帕表示，預計今年泰國旅遊總收入

約為 1.23 萬億泰銖(約合 2733 億元人民

幣)，同比減少六成左右。

近期，隨著境內疫情趨緩，泰國逐步

解除國內封鎖禁令，包括跨府交通和旅行

限制等，許多旅遊景點也已有條件開放。

為重振旅遊業，泰國旅遊部門正與疫情

已得到較好控制的國家協商共推“旅行泡

泡”計劃，即雙方互相開放國際旅行，且不

必隔離14天。與此同時，泰國計劃推出國內

旅遊刺激政策，包括向民眾發放旅遊現金或消費券等。

不過，泰國開泰研究中心認為，在新冠肺炎疫情後的

新常態下，泰國旅遊業仍然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因為有利

於旅行的氛圍恢復恐怕不會很快到來。盡管預期泰國旅遊

業會在2021年復蘇，但尚無法恢復到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

的水平，因此對於旅遊產業鏈中的企業來說，今明兩年將

是艱難時期。

日本京都地方法院公示
拘留拘留““京都動畫京都動畫””縱火案嫌疑人理由縱火案嫌疑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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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5G網絡建設加速落地

5G是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領頭

羊”，在穩投資、促消費、助升級、培

育新動能等方面潛力巨大。到今年年底

，我國5G基站將超過60萬個，覆蓋全

國所有地級以上城市。

3月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

委員會會議強調，加快5G網絡、數據中

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習近平總

書記在浙江、陜西考察時，先後就加快

5G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作出重要指示。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明確，加強

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新壹代信息網

絡，拓展5G應用。

5G網絡建設快速推進，用戶規模持

續增長，與各行業融合逐步深化，創新

應用不斷湧現，有效帶動了內需擴大和

經濟轉型升級。得益於政策紅利釋放和

社會、企業共同推進，5G作為“新基

建”的“領頭羊”，將迎來更大發展機

遇，產生巨大應用價值。

5G網絡加快普及
在6月6日舉行的5G發牌壹周年線

上峰會上，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

理局副局長魯春叢介紹，目前，我國基

礎電信企業建成5G基站超過25萬個，

5G用戶超過3600萬個。

大規模網絡建設的鋪開，是5G快

速落地的基礎條件。電信運營商今年

都投入了巨大的資金、人力、物力，

壹手抓疫情防控，壹手抓網絡建設，進

展較快。

據了解，目前中國移動已開通近14

萬個5G基站，並與中國廣電簽訂了共建

共享協議，共同探索產品、運營等模式

創新，開展內容、平臺、渠道、客戶服

務等方面的深入合作。去年9月份，中

國電信與中國聯通宣告合作共建壹張5G

接入網絡，合力推進5G網絡部署，截至

今年5月底，兩家運營商累計開通共建

共享基站11.5萬個，實現了50多個城市

的5G正式商用。

實施5G共建共享機制，促進了5G

快速普及，也較大幅度降低了成本。

“由於頻率更高、站址更密、功耗更大

，5G建設運營成本將是4G的2倍至4倍

，通過共享降低成本，越來越成為行業

共識。目前建成的5G基站97%都是通過

共享實現的。”中國鐵塔副總經理張權

說。

5G建設還帶動了設備制造、終端研

發、應用開發以及高端芯片研發等上下

遊產業鏈的繁榮。以5G終端為例，目前

我國已有華為、vivo、小米等企業推出

了多款5G手機，購機門檻顯著降低。同

時，智能家居、可穿戴設備等多形態5G

終端不斷豐富。據悉，截至5月底，國

內5G手機累計出貨量5985萬部，5G手

機在終端銷售比例中的份額不斷提升。

預計今年5G手機出貨量將達1.8億部。

擴內需的重要杠桿
今年兩會前夕，新華社首次推出了

5G全息異地同屏系列訪談。邀請來自基

層及抗疫壹線的全國人大代表，與千裏

之外的記者跨越時空“面對面”實時交

流。這套訪談的背後，是中興通訊依托

自身豐厚的5G技術“家底”，創新引入

全息模式。5G網絡的超高帶寬和低延時

特性有效提升了遠程訪談的便捷性。

5G助力經濟社會發展表現在方方面

面，能產生巨大社會價值，這已經成為

共識。今年春節後，武漢火神山、雷神

山醫院建設期間，基於5G網絡的全程高

清直播，讓億萬網友成為“雲監工”。

在疫情防控的關鍵時期，5G在支撐科學

抗疫、助力復工復產方面發揮了重要作

用。

當前，“5G+8K”超高清顯示、4K

高清同步課堂、遠程醫療等壹系列創新

應用已開始進入現實生活，為人們的數

字化生活帶來更多便利，由此也帶來了

新的業態，拓展了信息消費，對擴大內

需形成了拉動作用。

“5G建設能夠促進新的商業模式的

產生，在整個社會經濟體系內間接帶動

幾何倍數的投資和交易，成為擴大內需

的重要杠桿。”眾誠智庫高級分析師張

揚告訴經濟日報記者。

如何將5G運用到經濟社會生活中、

服務大眾，發掘新的商機，也得到基礎

電信運營商的重視。今年4月，三大運

營商推出5G消息業務，意圖打造為5G

生態以及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促

進信息服務模式演進疊代，提振信息服

務的行業應用價值。中國電信基於家庭

雲和多屏互動等產品，疊加安防、醫療

元素，構建起具有5G特色的智慧家庭和

社區。中國移動規模化推廣超高清直播

、雲遊戲、雲VR(虛擬現實)等5G重點應

用，目前已累計有超過320萬用戶使用

了移動雲VR。5G還為社會治理註入新

的信息化、智能化元素，輔助政府決策

，提升社會管理效能。

重塑行業生態格局
今年3月，中國聯通與雅戈爾集團的

“5G制衣智能制造示範平臺項目”啟動，

雙方將合作實施5G+制衣智能制造示範平

臺，通過5G全面應用，使生產端、營銷端

、物流端、研發端的連接更加緊密，反應

速度更加迅捷，溝通更加簡潔和精準。

作為新壹輪科技革命的核心通用技

術，5G不僅自身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還與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行業

緊密結合，共同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

展。5G正深度融入實體經濟和傳統產業，

推動轉型升級，使運營更加智能、制造更

加精益，重塑千行百業的生態格局。

中國移動聚焦細分行業，重點打造

了100個高質量5G行業應用“樣板房”，

強化5G與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

區塊鏈等新技術的融合創新，聯合中遠

海運發布5G全場景應用智慧港口，與南

方電網聯合打造智能電網，推動移動通

信技術從消費側向生產側全面加速滲透。

中國電信積累了近300個5G+工業互聯網案

例，將5G技術廣泛應用於智能制造，實現

了設備狀態聯網監測、多廠協同、遠程控

制，助企業提升生產效率和效益。

根據預測，2020年，5G將帶動約

4840億元的直接產出，2025年、2030年

將分別增長到3.3萬億元、6.3萬億元，

10年間的年均復合增長率為29%，將成

為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

中國信通院的監測顯示，當前我國

醫療健康、媒體娛樂、工業互聯網、車

聯網類的應用數量明顯增多，逐漸成為

5G先鋒應用領域。中國信通院副院長王

誌勤表示，繁榮5G融合應用既是5G發

展的重點，也是5G發展的難點，5G面

向行業應用的技術產業需要不斷完善，

特別是5G網絡與行業應用實現精準匹配

，需要創新5G應用商業模式、形成融合

應用解決方案，通過產業間的關聯效應

和輻射效應，放大5G對經濟社會發展的

貢獻，帶動國民經濟各行業、各領域實

現高質量發展。

英國石油公司計劃全球裁員近萬人
綜合報導 據報道，英國石油公司宣布，為應

對新冠疫情對企業造成的沖擊，計劃在全球範圍內

裁員15%。

報道稱，英國石油公司目前在全球有超過7萬

名員工，此次裁員數量大約1萬人。公共衛生事件

令英國石油公司在能源行業轉型的背景下加快重組

步伐，重組將“嚴重”影響高層職位，其中級別最

高的400個管理層職位預計將裁減三分之壹。

英國石油公司首席執行官伯納德· 盧尼表示：

“裁員進程將從現在開始，大多數人將在今年年底

前離開。”盧尼同時表示，他打算帶領企業向低碳

能源轉型，裁員將使企業轉型更為靈活。盧尼在全

球視頻會議中稱，英國石油公司壹直希望成為壹家

“更精簡、行動更快、碳排放更低”的企業。

今年4月28日，英國石油公司公布財報顯示，

在截至今年3月31日的第壹季度裏，公司營收為

596.5億美元，同比下滑10%，凈利潤8億美元，同

比下降67%，去年壹季度凈利潤則為24億美元。同

時，公司債務升至514億美元，較上壹季度增加60

億美元。

盧尼此前表示，油價暴跌後，公司宣布將2020

年開支削減25%至120億美元，以便爭取在明年油

價跌至每桶35美元以下時仍能盈利。對於當下的

行業處境，盧尼稱：“這可能是數十年來石油和天

然氣企業面臨的最殘酷環境。”

因全球經濟停擺、民眾出行減少，國際石油需

求遭遇重創，加上主要產油國為搶占市場份額角力

，國際油價3月腰斬。很多分析人士認為，歐佩克

與俄羅斯等非歐佩克產油國5月開始實施的歷史性

減產難以抵消需求不足並提振油價，接下來壹段時

間，油企將繼續面臨嚴峻形勢。

對於英國石油公司聲稱仍將致力於2050年前實

現凈零排放目標，有分析人士認為，低油價不利於

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向清潔能源過渡需要更高的油

價支撐，否則轉型成本和轉型意願將遇到阻礙。

此前，英國石油公司的競爭對手雪佛龍公司宣

布，計劃今年將全球員工人數削減10%至15%；埃

克森美孚表示，公司尚未采取裁員措施，不過，今

年計劃支出將削減30%。

2020年6月15日（星期一）3 經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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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文超

深創業板註冊制出台 今受理申請

根據新規，深交所審核期限為兩個月，證監
會註冊期限為15個工作日；同時針對小

額快速融資設置簡易程序。新規明確支持和鼓
勵符合創業板定位的創新創業企業在創業板上
市，支持優質紅籌企業登陸創業板，惟原則上
不支持房地產等傳統行業企業在創業板上市。

漲跌幅限制放寬至20%
上市標準有三方面，申請企業需要最近

兩年均盈利，且累計淨利潤不低於5,000萬
元（人民幣，下同）；或者預計市值不低於
10億元，最近1年有盈利且營業收入不低於1
億元；又或者預計市值不低於50億元，且最
近1年營業收入不低於3億元。
此外，深交所對創業板股票放寬競價交

易實行價格漲跌幅限制，漲跌幅限制比例由
10%改為20%，並同步放寬相關基金漲跌幅
至20%。

為適應創業板股價結構特點和投資者交易
需求，將提高限價申報單筆最高申報數量至30
萬股，市價申報調整至15萬股；同步放寬相關
基金升跌幅至20%。以及新增創業板個人投資
者門檻，須滿足前20個交易日日均資產不低於
10萬元，且具備24個月的A股交易經驗。

吸引境外上市企業回流
針對此次創業板註冊制試點改革，清華大

學教授田軒接受中新社記者訪問時表示，註冊
制實際上是把上市公司進出股市的決定權交給
了市場，可以疏通IPO（首次公開發行）的
“堰塞湖”。同時，更加靈活的退市制度也能
夠疏通資本市場出口，使資產池內的水流更加
順暢。實行註冊制，上市公司殼資源價值將消

失，劣等公司將會加快退市，這有利於促進內
地資本市場健康持續發展，助力中國經濟從高
速度向高質量增長的轉變。
近期中概股回歸潮引發關注，華菁證券

表示，在創業板註冊制改革落地後，原計劃
境外上市企業可以考慮回流A股；已經實現
境外上市企業，也可以考慮通過二次上市或
私有化後回歸的方式，通過創業板登陸A
股。

新規助保障投資者權益
中金公司投資銀行業務負責人王晟則表

示，在此次創業板註冊制改革中，將允許具
有差異表決權的企業和紅籌企業上市。這是
尊重企業公司治理的實踐選擇，具有其合理
性。但與此同時，也需要防止濫用特別表決
權情況發生，切實保護投資者尤其是中小股
東的合法權益。因此，此次新規也進一步強
化了對此類企業的信息披露要求，有利於維
護投資者權益。

有投行分析認為，新規最大突破是股價
升跌幅限制由10%改為20%，此舉對投資者
的交易風險明顯加大，如果市場運行平穩，
這關就過去了，其他改革就能順利推進，如
果出現風險事件，改革進程可能就受影響
了。
川財證券研究所所長陳靂指出，升級後

的規則更加明確了創業板定位，以支持高新
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主要特徵，直
接助推內地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設置行業負
面清單，原則上不支持房地產等傳統行業企
業在創業板上市等，標誌着創業板聚焦滴灌
成長型創新創業企業，更好發揮融資效能。

中國證監會發布深圳創業板改革並試點註冊制規則的一系列文件，重

點包括修改完善審核時限要求，明確三個月的時限要求；允許虧損企業上

市；明確日漲跌幅限制由10%改為20%；同步放寬相關基金漲跌幅至

20%；完善紅籌企業上市及退市條件及設置行業負面清單等。深交所將於

15日起受理創業板在審企業的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再融資、併購重組申

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新規則下深圳創業板迎來的主要變化
1 明確發行上市審核和註冊程序：

6月15日起，深交所將開始受理創業板在審企業的首次公開發行股
票、再融資、併購重組申請。深交所審核期限為兩個月，證監會註冊
期限為15個工作日。

2 進一步優化退市指標：
新規將市值退市指標調整為連續20個交易日每日收盤市值低於3
億元；完善財務類退市標準，公司因觸及財務類指標被實施ST*

後，下一年度財務報告被出具保留意見的，也將被終止上市。

3 明確創業板定位，突出創業板特色：
新規明確支持和鼓勵符合創業板定位的創新創業企業在創業板上
市，並支持傳統產業與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深度融
合，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服務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堅守創
業板定位，結合以高新技術產業企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為主
的板塊特徵，設置行業負面清單，原則上不支持房地產等傳統行
業企業在創業板上市。

4 股票以及相關基金漲跌幅限制由10%改為20%：
根據新規，深交所對創業板股票競價交易實行價格漲跌幅限制，
漲跌幅限制比例由10%改為20%，並同步放寬相關基金漲跌幅至
20%。

5 支持優質紅籌企業登陸創業板：
新規明確紅籌企業上市之前向投資人發行帶有約定贖回權等優先
權利的優先股，若發行人和投資人承諾在申報和發行過程中不行使
優先權利的，可以在上市前轉換為普通股，對轉換後的股份不按突
擊入股處理。此外，規定處於研發階段的紅籌企業和對國家創新驅
動發展戰略有重要意義的紅籌企業，不適用“營業收入快速增長”
的規定。

註：貨幣單位為人民幣；*為退市風險警示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記者
從廣東東莞市政府獲悉，今年東
莞將推動與港澳台在物流、法
律、會計、管理諮詢等領域的開
放合作，力爭2020年新增港澳台
服務業項目100個。

東莞與港澳台經貿合作非常
緊密，港澳台商投資企業眾多。
近年來，隨着東莞進一步擴大開
放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進，
東莞與港澳台合作，從過去的生
產製造不斷向設計研發、產業服
務等新領域開拓。
東莞市市長蕭亞非表示，今

年東莞將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
業，大力推動先進製造業與現代
服務深度融合，引進一批生產性
服務物業龍頭企業，培育形成2至
3個百億級集聚區。東莞將推動與
港澳台在物流、法律、會計、管
理諮詢等領域的開放合作。
在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方面，

東莞將重點引進港澳服務業項
目。據東莞市發展和改革局局長
陳慶松介紹，東莞將利用工業企
業的規模優勢，支持工業設計、
軟件開發、科技服務、發展諮詢
等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發展，藉助
港澳在管理諮詢、項目策劃、司
法保障、爭議解決等方面的國際
化專業服務優勢，推動東莞市製
造業與港澳服務業的有機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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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5G技術驅動下，智慧
醫療將大有可為。據中新社報道，近期廣
東移動分別與中山大學附屬第七醫院、廣
東同江醫院、湛江市徐聞縣人民醫院等醫
療機構牽手，加速助推5G智慧醫療落
地。
在中山大學附屬第七醫院，移動5G

公網目前已成功部署，5G內部專網也在
火熱建設中。此次聯合，廣東移動將與該
醫院攜手打造“智慧醫院5G創新應用聯
合實驗室”。該實驗室以提升患者就醫體
驗，促進優質醫療資源下沉，提高醫療服
務效能為目標，利用5G＋邊緣計算、人
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在臨床科研研
究、流行疾病防治等領域開展前沿研究，
實現雙方在醫療數字化領域應用場景的聯
合探索。

廣東移動力推5G智慧醫療

■■深交所將於深交所將於1515日起受理創業板在日起受理創業板在
審企業的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審企業的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再融再融
資資、、併購重組申請併購重組申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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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於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於66月月1515日代表台灣捐贈日代表台灣捐贈33萬片萬片
醫療用口罩給德州聖安東尼奧市醫療用口罩給德州聖安東尼奧市，，協助支援對抗協助支援對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川普反對延長川普反對延長600600美元失業救濟金的發放期限美元失業救濟金的發放期限
600600美元的聯邦失業救濟金將於美元的聯邦失業救濟金將於77月月3131日結束日結束

（本報訊）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於本(2020)年 6 月 15
日代表台灣捐贈3萬片醫療用口罩給德
州聖安東尼奧市（San Antonio)，協助
支援對抗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
ID-19)」的人員所需防護裝備。

德 州 聖 安 東 尼 奧 市 市 長 倪 仁 博
（Ron Nirenberg )代表市政府接受並感
謝台灣的捐助，盛讚台灣是全球防疫成
功及樂助夥伴的模範。

倪市長對於陳處長提及病毒無國界
，防疫需要全球各國通力合作，表示高
度認同。

倪市長強調，歷經此次危機，戴口

罩已成為彼此尊重的符號，感謝台灣慷
慨捐贈口罩，預期未來不但雙邊經貿及
投資的關係會加強，雙邊友誼也ㄧ定會
更加密切鞏固。

陳處長說明，台灣不僅與美國等理
念相近國家強化防疫合作，並持續以國
際人道援助行動協助全球共 80 多個國
家防疫。至今已捐贈醫療用口罩超過2,
300 萬片，其中包括捐贈美國的 900 多
萬片。

蔡英文總統 4 月 16 在 「時代周刊
（TIME)」發表專文中強調，臺灣防疫
成功最大的原因在於臺灣人民願意團結
在一起，攜手合作共度難關。蔡總統認

為，這次的 COVID-19 疫情是一場全
球性的人道災難，亟需所有國家擱置歧
見通力合作。

面對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肆虐全
球，台灣持續提供國際人道援助的行動
， 展 現 「台 灣 可 以 幫 助 (Taiwan Can
Help!)」的一貫精神，並呼籲強化國際
社會的防疫合作。

陳家彥處長表示，在抗疫的過程中
，台灣與盟友並肩作戰，並持續捐贈醫
療用口罩給全球有需要的國家；這是
「台灣能幫助(Taiwan Can Help)致力於

全球衛生的努力，也是 「台灣正在幫助
(Taiwan Is Helping)」的具體行動。」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冠狀病毒大流行席捲冠狀病毒大流行席捲
了整個經濟了整個經濟，，使使1313..33％的美國人失業％的美國人失業。。他們目前的他們目前的
救濟目前尚不確定救濟目前尚不確定。。 《《冠狀病毒援助冠狀病毒援助，，應對和經應對和經
濟安全濟安全（（CARESCARES））法案法案》》極大地擴大了失業保險極大地擴大了失業保險
的生命線的生命線，，使之成為自大蕭條以來遭受最大破壞的使之成為自大蕭條以來遭受最大破壞的
失業人數的人的生命線失業人數的人的生命線。。但是一項重要的規定但是一項重要的規定，，即即
為失業者提供的每週額外為失業者提供的每週額外600600美元美元，，將於將於77月底到月底到
期期。。現在現在，，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CBO））的新研究的新研究
可以作為反對擴大福利的理由可以作為反對擴大福利的理由，，但這並不意味著美但這並不意味著美
國人將失去援助國人將失去援助。。

《《 CARESCARES法法》》極大地擴大了美國人的失業救極大地擴大了美國人的失業救
濟金濟金。。該法案使自僱人士和零工獲得了首次福利待該法案使自僱人士和零工獲得了首次福利待
遇遇，，該法案還大幅提高了福利水平該法案還大幅提高了福利水平，，以幫助失業者以幫助失業者
度過度過COVID-COVID-1919危機危機。。國會授權在截至國會授權在截至77月月3131日的日的
四個月中提高每週津貼四個月中提高每週津貼。。獎金津貼由聯邦政府支付獎金津貼由聯邦政府支付
，，這與每個州資助的常規失業津貼不同這與每個州資助的常規失業津貼不同。。這筆額外這筆額外
的錢用於將失業救濟金提高到美國人在工作時的全的錢用於將失業救濟金提高到美國人在工作時的全
薪薪。。定期失業救濟金的金額因州而異定期失業救濟金的金額因州而異，，但在一月份但在一月份
，，全國平均每週為全國平均每週為385385美元美元。。額外的額外的600600美元使平美元使平
均每週失業金支票達到均每週失業金支票達到985985美元美元，，比第四季度的每比第四季度的每
周平均收入周平均收入936936美元高美元高4949美元美元。。

隨著隨著600600美元失業救濟金截止日期的臨近美元失業救濟金截止日期的臨近，，自自

從冠狀病毒大流行襲擊美國以來從冠狀病毒大流行襲擊美國以來，，關於將失業救濟關於將失業救濟
金延長至金延長至20212021年的爭議一直很多年的爭議一直很多。。民主黨人正在努民主黨人正在努
力擴大每週力擴大每週600600美元的福利美元的福利。。聯合經濟委員會的民聯合經濟委員會的民
主黨人將額外福利的削減描述為主黨人將額外福利的削減描述為““人類和經濟災難人類和經濟災難
”，”，指出這將指出這將““損害美國家庭的福祉損害美國家庭的福祉，，但也將給企但也將給企
業和經濟帶來沉重打擊業和經濟帶來沉重打擊”。”。共和黨人共和黨人，，包括參議院包括參議院
多數議員米奇多數議員米奇••麥康奈爾麥康奈爾，，在很大程度上反對延長在很大程度上反對延長
額外的額外的600600美元期限美元期限。。川普總統的經濟顧問拉里川普總統的經濟顧問拉里••
庫德洛庫德洛（（Larry KudlowLarry Kudlow））週日誓言要結束為失業者週日誓言要結束為失業者
提供的每週提供的每週600600美元的失業金美元的失業金，，稱這是稱這是““讓人們消讓人們消
極地不想工作極地不想工作，，最終失去工作的動力最終失去工作的動力”” 。。

此外此外，，66月月55日發布的日發布的55月失業報告顯示月失業報告顯示，，由於由於
美國增加了美國增加了250250萬個工作崗位萬個工作崗位，，失業率較失業率較44月下降月下降
了了11..44個百分點個百分點。。該報告已成為共和黨人爭論的焦該報告已成為共和黨人爭論的焦
點點，，因為他們認為經濟正在復蘇因為他們認為經濟正在復蘇，，不需要向美國家不需要向美國家
庭提供更多幫助庭提供更多幫助。。由由CARESCARES法案提供的備受爭議法案提供的備受爭議
的的600600美元的額外失業補償金定於美元的額外失業補償金定於77月月3131日到期日到期。。
CBOCBO的新研究支持以下論點的新研究支持以下論點，，即每週額外支付可即每週額外支付可
能對勞動參與率能對勞動參與率，，國民赤字和經濟產生持久影響國民赤字和經濟產生持久影響。。
即使每週即使每週600600美元沒有延長美元沒有延長，《，《 CARESCARES法案法案》》仍仍
為美國人提供更多的失業援助為美國人提供更多的失業援助。。 川普總統的經濟顧問拉里川普總統的經濟顧問拉里••庫德洛庫德洛（（Larry KudlowLarry Kudlow））週日誓言要結束為失業者提供的每週日誓言要結束為失業者提供的每

週週600600美元的失業金美元的失業金，，稱這是稱這是““讓人們消極地不想工作讓人們消極地不想工作，，最終失去工作的動力最終失去工作的動力””。。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於代表台灣捐贈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於代表台灣捐贈33萬片醫療用口萬片醫療用口
罩給德州聖安東尼奧市罩給德州聖安東尼奧市，，由該市市長倪仁博由該市市長倪仁博（（Ron Nirenberg )Ron Nirenberg )代表市政代表市政
府接受府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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