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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最高法院週四
（18日）否決了美國總統川普廢除奧
巴馬時代“童年入境暫緩遣返”項目
（簡稱DACA）的計劃。

下層法院先前同樣裁定，川普政
府廢除DACA計畫的舉動違法。

前總統歐巴馬任內實施的 DACA
，效期已於 2018 年 3 月屆滿。該法案
專為保護數十萬在幼年時，被帶至美
國的非法移民而設計，他們不僅免遭
驅逐，還可取得工作證。

該計劃對數十萬在兒童時代非法

進入美國的“夢想者”移民提供保護
。特朗普下令在 2017 年 9 月關閉該計
劃時，美國大約有700,000位DACA受
益者。

（（路透社路透社））

川普擬廢除川普擬廢除““夢想者夢想者””計劃計劃 美最高法院否決美最高法院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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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根據勞工部公布之數據，美國全國登記在
案的失業人口已經超過四千五百萬，這是美國
自有失業人數統計數據以來最高數字，昨天我
們看到在阿拉巴馬州排隊申請救濟金的長龍，
他們竟然等上整天都未得到答案，這些已經是
山窮水盡的失業者，對他們而言，解決燃眉之
急是生活問題。

白宮當局爲了解決嚴重的經濟危機，開始
商業活動勢在必行，但是新冠病毒之攻擊還在
進行中，全國各州新增病例還在上升，專家警
告。第二波疫情可能會捲土重返， 到時可能會

更無法收拾。
今天我們正在面

臨前所未有之挑戰，
白宮內部曾經是國安
高官之波頓，近日出
書說出總統濫權辱權
之驚人內幕，執意要
召開黨內提名群衆大
會，種族歧視事件公
然造成民衆劃地爲營
，全國各地烽火遍地
，超過大半數的國人
都深感處于動盪之中
。

我們呼籲全美有
識之士，這是我們要
共同挽救國家的時候

了，在國家憲法立法之精神下，重整國會及中
央地方政府之腐敗情勢，換言之，國民手中之
選票是我們改變現況的唯一武器，投票是我們
的權利也更是我們的義務。

今天我們大家都選擇了美國是我們安身立
命的土地，我們世代生活在這裏，是我們的國
，也是我們的家，這已經是我們不可坐視不管
的時候了，請看看大家週圍的社區和隣居，我
們更應該相互扶持、關心，讓美利堅共和國重
返民主自由立國的精神。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66//1818//20202020

According to Labor Department statistics, more
than forty-five million people have lost their jobs
since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broke out.
Yesterday we saw very long lines in front of an
unemployment office in a city in Alabama. We
felt so sad. Those unemployed people have to
stand in line for a whole day just to talk to the
unemployment office and try to get some help
because they are so very helpless to face daily
life.

Feder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wanted to open
up the country and stimulate the business
activity. The real reason was to ease
unemployment and restart the economy.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dical community is really
worried that the second wave the pandemic may
come back. We are watching people in different
cities just ignoring the rule to wear the masks
and the keep social distance. If the second
wave comes back, that will result in even more
serious damage for our economy.

Today, the White House is facing another
challenge.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ohn
Bolton dropped bombshell in his new book
saying that Trump asked China for re-election
help and encourag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keep building concentration camps for social
dissidents. In many U.S. cities, the recent
demonstrations are still going on. This is why

the majority of people feel that we are in a
national turmoil and still unsafe.

We are urging all the people to come to the
rescue our nation. From Congress to the White
House to local government, we need to
overcome the corrupt politicians. The vote is in
our hands and this is the only weapon we have
to do it.

We adopted America as our home and our
country. This is our sole responsibility and duty
to do what is right. You need to look at your
community, your neighbors and participate in
your local elections to rebuild the country. As
Abraham Lincoln said in his Gettysburg
address: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Coronavirus DiaryCoronavirus Diary
Long Unemployment LinesLong Unemployment Lines

In AlabamaIn Alabama

阿拉巴馬州的失業長龍阿拉巴馬州的失業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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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公布大選競選規則 禁辦造勢大會

（中央社）南韓政府18日向世界貿易組織（WTO
）遞交了成立解決爭端機構專家小組的申請，指日本加
強對南韓的半導體材料出口管制乃有違WTO的貿易原
則。預計在29日舉行的WTO爭端解決機構（DSB）的
會議上，將重點討論該議題。

在WTO的解決爭端手續中，這相當於 「一審」，
若一方不服審理結果可再提出上訴，通常專家小組審理
要耗時1、2年，終審判決則需2至3年。

日本去年因南韓最高法院對戰時徵用南韓勞工的日
本企業作出巨額賠償的判決，日本隨後宣布加強對南韓
3項半導體材料加強管制措施，並於8月將南韓踢出簡
化出口手續的白色名單中。

南韓去年9月已向WTO提出申訴，後來一度中斷
。南韓政府日前通知日本，要求日本在5月底以前，撤
除對南韓的出口管制措施，但日本不予回應，南韓政府
6月2日即表明，將重新啓動WTO的解決爭端手續。

南韓再向WTO提訴
控訴日對韓加強出口管制措施不當

（綜合報導）面對中國主張擁有拉達克加萬谷主權，要求印
度 「嚴懲肇事者」，印度外交部發言人斯里瓦斯塔瓦今天批評中
國，提出 「誇大而站不住腳的主張」。

印度外交部發言人斯里瓦斯塔瓦（Anurag Srivastava）在聲
明中說，中國提出 「誇大而站不住腳的主張」，與6日雙方舉行
軍團指揮官會議的共識背道而馳。

斯里瓦斯塔瓦重申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S. Jaishankar）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昨天透過電話溝通達成
的共識，雙方應以負責任的態度處理大局，並真誠執行6日達成
的部隊撤離對峙點的共識。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昨天有關王毅與蘇杰生電話交談
內容的聲明，王毅說： 「印方務必不要對當前形勢做出誤判，務
必不要低估中方維護領土主權的堅定意志。」他要求印度，對此
衝突展開徹底調查，嚴懲肇事責任人。

中國西部戰區新聞發言人張水利聲稱，加萬谷（Galwan

Valley）地區主權歷來屬於中國。
斯里瓦斯瓦塔對中方上述聲明做出回應

。
印度與中國部隊15日晚在拉達克加萬谷

海拔4200多公尺的山脊發生暴力對峙後，因
黑夜中有許多士兵從山脊墜落，甚至掉入河
中，有些喪生士兵的屍體是在翌日白天才找
回，因而有報導稱，印度仍有士兵失蹤。

不過，印度陸軍今天表示，沒有士兵失蹤，就如先前對外公
布，共有20名軍人喪生；有4名士兵的病況危急。

印度媒體報導，為防範中國部隊再度 「入侵」，印度加強陸
海空三軍的戒備，同時在拉達克實際控制線（LAC）部署超過1
萬5000名士兵。

印度總理莫迪、國防部長辛赫（Ragnath Singh）等政府高層
在召開會議後決定，印度絕對不會退讓，主要目標是確保中國不

會占據印度的領土。
中國為阻止印度在拉達克興建一條把當地所有軍事要點全部

連結的重要戰略道路，5月初與印度部隊在拉達克實際控制線發
生暴力衝突，進而演變為對峙迄今。

為爭取戰略要點，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15日晚在加萬谷山
脊高地設立觀察哨站，印度部隊前往阻止，引爆衝突；中方主張
加萬谷是中國領土，印方則說加萬谷長期在印度控制下，在實際
控制線印度一側，雙方在暴力衝突造成數十人傷亡的嚴重事件後
要如何化解僵局，將是一場考驗。

（中央社）新加坡國會大選將舉行，選舉局今天公布競選規
則，禁止各政黨於大選期間舉辦群眾造勢大會，將以電視廣播與
網路直播取代競選活動，但候選人仍可走訪選民，爭取支持。

這也是新加坡共和國從1965年獨立建國以來，首度禁止政
黨在大選期間舉辦實體的群眾造勢大會。

新加坡國會尚未解散，大選日期未定，一般推測7月大選，
日期可能會是7月11日、18日或25日。依照程序，國會解散後
，政府會頒布選舉令狀，宣布提名日，從提名日到投票日至少間
隔10天，其中9天是競選活動期間，最後一天是 「冷靜日」。

新加坡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
逐漸受到控制，明天起進入阻斷措施鬆綁第2階段，選舉局今天
公布疫情下大選的初步競選規則。

選舉局公告，解封第2階段仍禁止大型集會，因此包括群眾
造勢大會、開票日當晚結果揭曉的政黨支持者集會，都不會獲得
警方同意。支持群眾在提名日當天也不能到場支持。

朝野政黨候選人在競選期間要以其他方式競選，諸如利用網
路直播方式舉行線上的群眾造勢大會，與選民互動。政府會在競
選期間提供直播場地，讓候選人申請使用。

除了舉行兩場政黨競選廣播，播放的電視和電台頻道從13
個增加到19個外，也將增設選區競選廣播，單選區候選人有3分
鐘發言時間，4人和5人的集選區團隊分別有12分鐘和15分鐘，
每位候選人平均發言3分鐘，各黨可決定由團隊內一名或多名候
選人發言。

選舉局表示，政黨赴基層選區走訪選民，必須以分組方式進

行，每組最多5人，安排同一天活動的每組人員不能臨時調動，
不同組的人員不能近距離接觸。所有人員要戴口罩，縮短與選民
接觸時間，不要有握手等肢體接觸行為。

新加坡2015年9月國會大選，2016年1月開議，任期5年，
下屆大選最遲將於2021年4月舉行。選舉局今年4月15日完成更
新選舉名冊，符合投票資格選民265萬3942人。

下屆大選劃分14個單選區、17個集選區。集選區是新加坡
實行的一種選舉制度，可確保國會有少數種族的代表。

2019冠狀病毒疾病全球大流行，選舉局最近制定的提名與投
票規則，投票站從880個增加到1100個，不僅分散人潮，也分散
投票時段，讓選民在指定的2小時內投票。

印度外交部：中國加萬谷主權說站不住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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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智利消費者投訴大增
運輸業旅遊業被投訴最多

綜合報導 智利全國消費者服務局(Sernac)收到52954份投訴，較2019

年同期的21286份增加了149%。數據還顯示，運輸業和旅遊業是消費者

最不滿的行業。

據報道，智利全國消費者服務局局長比亞爾(Lucas del Villar)表示，

在衛生緊急狀態下，消費者因承諾未兌現對許多公司進行投訴，從而導

致投訴數量較2019年呈現大幅增長。

智利全國消費者協會(Conadecus)律師奧利瓦雷斯(Antonio Olivares)補

充說：“今年投訴數量增多主要是因為操作方式發生了變化，之前消費

者可在商店(直接)投訴，而現在不行。”

具體而言，運輸業和旅遊業不僅是疫情期間受影響最大的領域，也是消費

者最不滿的行業。在全國消費者服務局收到的投訴中，27%與這兩個行業有關

；全國消費者協會在3月至6月收到的投訴中，28%與運輸業有關。

此外，許多消費者在社交網絡上表達不滿，電子商務和電信業近期

在“推特”的提及率較高。全國消費者服務局的數據顯示，自5月15日

至今，與電子商務有關的投訴數量較2019年同期增加了338%；同期，

對電信公司的投訴增加了126%。消費者對電子商務最大的不滿是延遲交

貨、不按約定時間交貨或缺乏保障。

教育業成為消費者投訴的新焦點行業。全國消費者服務局收到的投

訴中，20%與教育有關；在3月至6月間，全國消費者協會收到了170份

與教育有關投訴。

在此背景下，全國消費者服務局已開始與相關企業對話，並呼籲保

持謹慎。比亞爾表示：“我們目前處於第壹階段，即通過其他方式保障

消費者權益並接聽電話。”消費者對新冠大流行這個特殊情況完全理解

，但希望得到答復並獲得替代方案。

比亞爾指出，在同壹領域和市場，有的企業表現優於同行。他說：

“這說明如果做出必要的努力和投資，可以按照質量標準提供服務。”

他還警告，壹段時間過後，當大流行不再是企業違規的借口，他們將不

得不采取更嚴厲的行動，如發起集體訴訟。

希臘成功發行10年期新國債
財長：國際市場的信任票

綜合報導 希臘成功發行壹批10年期債券。希臘財政部長斯塔庫拉斯稱，

這表明國際市場對希臘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國家經濟前景，投下“信任票”。

據報道，這批債券的收益率為1.55%，希臘財政部任命法國巴黎銀

行、美國銀行等機構擔任承銷商。投資者的認購額已超過165億歐元。

報道指出，這是繼早前發行15年期和7年期債券之後，希臘政府今

年第三次向市場發債。此前兩次的收益率分別為1.88%和2%，各籌集資

金25億歐元和20億歐元。

希臘財政部長斯塔庫拉斯稱，在發生新冠疫情後，希臘再度成功發

行債券，這表明了盡管經濟形勢惡劣，但國際市場對希臘政府的管理水

平和國家經濟前景投信任票。

斯塔庫拉斯稱，此次發行債券將能增強希臘的現金實力。據資料顯

示，截至3月底，希臘國庫的現金儲備總額為366億歐元。

此前4月7日，歐洲央行宣布采取壹系列前所未有的抵押措施，以

緩解歐元區國家因新冠疫情而產生的金融困境，其中包括接受希臘國債

作為抵押品，以此進壹步提振希臘資金流動性。這個決定對希臘債券的

市場化和估值產生積極影響。(梁曼瑜)

牛津新冠疫苗有望9月上市
德意法荷成立疫苗聯盟

綜合報導 英國牛津大學主

管新冠病毒疫苗測試的貝爾

(John Bell)教授表示，牛津研制

的疫苗最早將於2020年 9月底

上市，並有望於聖誕節期間在

英國全面推出。此外，當地時

間6月13日，德國衛生部部長

宣布，德國、意大利、法國和

荷蘭四國已經成立了壹個新冠

病毒疫苗聯盟。

據報道，德意法荷四國疫

苗聯盟已經與阿斯利康制藥公

司簽署預購協議，並預定了3

億支牛津研發的該款疫苗。

英國媒體報道稱，牛津大

學主管新冠病毒疫苗研發的貝

爾在接受倫敦廣播電臺采訪時

表示，牛津大學研制的疫苗將

於9月底或10月初上市。預計

英國民眾有望在聖誕節前夕，

開始接種新冠病毒疫苗。

比爾表示，由於很多專家

在預計疫苗上市時間時考慮的

是標準研發時間，因此他們估

計疫苗可能會於2021年年中上

市。而在疫苗的研發過程中可

以加快速度，如果按照愛德華·

詹納疫苗研究所(Jenner Institute)

科學家的方式進行臨床測試，

可大幅度縮短臨床測試時間。

比爾指出，如果壹切按照

原計劃進行，他們研發的疫苗

將能夠在9月底上市。他估計

會在9月底10月初上市，而且

這將是壹款相對便宜的疫苗。

牛津大學此疫苗團隊已經

與阿斯利康制藥公司達成了全

球許可協議，世界衛生組織表

示，牛津研發的這款疫苗是全

球目前少數已經進入臨床評估

階段的疫苗。英國商業大臣夏

爾馬(Alok Sharma)則表示，英

國將首先獲得這款疫苗。

當地時間6月13日，德國

衛生部證實，雖然由牛津大學

和阿斯利康制藥公司研發的這

款疫苗仍然在測試階段，但是

，德國、意大利、法國和荷蘭

四國，已經與該公司簽署了預

訂3億支疫苗的合約。

同日，德國衛生部長斯帕

恩(Jens Spahn)宣布，德國、意

大利、法國和荷蘭四國已經成

立了壹個新冠病毒疫苗聯盟。

四國疫苗聯盟針對新冠病毒疫

苗，還將會與其他制藥公司進

行洽談。

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薩

(Robert Speranza)在社交媒體上

表示，牛津這款疫苗研制成功

後，整個歐洲可能能夠得到4

億支疫苗。牛津大學研發出的

新冠候選疫苗，意大利方面將

參與該疫苗的生產。

斯佩蘭薩強調，疫苗是應

對新冠肺炎疾病的唯壹解決辦

法，當天的簽約儀式，為抗擊

新冠疫情向前邁出了令人期待

的第壹步。他認為，疫苗永遠

都應該是全球共同的財富，所

有人都有權利獲得，而不是少

數人的特權。

希臘總理向世界發出邀請
7月1日擬全面開放邊境

綜合報導 希臘衛生部宣布，希臘新

增 4 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累計確診

3112例；累計死亡人數為183人。希臘

總理米佐塔基斯13日到訪熱門旅遊島嶼

聖托裏尼，宣布希臘將重新開放並開啟

旅遊季。

早前，希臘政府已在12日宣布，將

於7月1日全面開放所有機場，允許來自

國外的航班抵達任何邊境口岸，所有渡

輪也將從該日起開始運營。

米佐塔基斯在視察聖托裏尼島費拉

鎮(Thira)醫院時表示，希臘將迎來壹個

關鍵的夏天，當局的目標是在安全保障

不打折扣的同時歡迎遊客。他說，“我

們已經做了最好的準備，我相信壹切都

會好起來，向夏天來希臘的遊客展示這

裏安全和有組織的形象非常重要。”

根據希臘當局公布的邊境重開計劃

，從6月15日起，將允許來自數十個國

家的旅客經雅典國際機場或者塞薩洛尼

基國際機場入境希臘。

希臘旅遊部長塞奧哈裏斯和衛生部

長基基利亞斯在簡報會

上公布最新的邊境開放

措施，其中還包括：

--- 從 7月 1日起，

希臘所有機場將全面對

來自國外的航班開放；

---從6月15日起，將

允許意大利、西班牙和荷

蘭往返雅典國際機場的航

班復航，但至少在6月底

之前，仍將禁止英國和土

耳其的航班入境；

--- 從7月1日，除郵輪外，所有來

自外國的船只將允許停靠希臘港口，載

客郵輪的運營將仍受限制，直到作出進

壹步決定；

--- 從7月1日起，7個希臘陸上邊境

站也將開放。但希臘當局並沒有說明具

體的邊境站名稱。

--- 自7月1日起，從任何地點出發

的抵希旅客只需接受隨機新冠檢測，如

果檢測結果呈陽性，旅客將在衛生部門

監督下隔離14天。對於被抽檢的旅客，

必須留在指定酒店等待檢測結果。

另外，所有抵希的旅客都必須填寫

壹份電子表格，並附上聯系方式。

塞奧哈裏斯稱，希臘當局的計劃

是全面的，並且已經就不同的情況進

行應急演習。他稱，當局已經向島嶼

派駐了更多醫護人員和設置了足夠的

病床，而且當地也能夠快速地進行病毒

樣本測試。

意大利埃奧利群島小鎮零感染
推1歐元房產振興經濟

綜 合 報 導 意 大 利 欽 奎 弗 龍 迪

(Cinquefrondi)是壹個只有6000多名居民的

小鎮。在此次新冠疫情中，該地雖然創

造了病毒零感染佳績，但疫情卻使當地

經濟遭受了史無前例的打擊。

據報道，為恢復經濟，當地政府近

日推出了壹項“美麗復興計劃”，以1歐

元出售房屋和不受疫情侵擾等條件，吸

引外來居民遷入該市生活。欽奎弗龍迪

地處埃奧利群島，該島風景如畫，是歐

洲的著名旅遊勝地。

當地政府官員表示，欽奎弗龍迪與

其他地方1歐元出售房屋不同，遷入小鎮

無需先付5000歐元保證金，也不受3年內

翻新房屋的規定限制，每年僅需支付250

歐元的保險費，直到翻修工程完成。

欽奎弗龍迪市市長米歇爾· 科尼亞

(Michele Conia)表示，我們這裏是文化的

“大熔爐”，他的辦公室永遠歡迎來自

遠方的賓客。報道稱，首期政府將推出

50套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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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與大陸中央政治局委員楊
潔篪會談之際，美國總統川普17日正式簽署維吾爾人權法案。
法案允許行政部門制裁壓迫維吾爾族穆斯林的大陸官員。

美國眾議院、聯邦參議今年5月通過 「2020年維吾爾人權
政策法案」（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 of 2020），要求

白宮強硬回應大陸打壓維吾爾族的問題。據眾議院通過的《維
吾爾人權法案》，美國政府可以制裁涉及侵犯新疆維吾爾族人
權的大陸官員。

由於此時正值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與大陸最高外交政策官員
楊潔篪正在夏威夷珍珠港旁的希卡姆（Hickam）空軍基地會談

，會談議程涵蓋多項敏感議題，如新冠疫情、香港、貿易問題
等。然此時川普正式簽署 「維吾爾人權法案」，不免也讓外界
解讀時機有些敏感。

（綜合報導）美國已故總統甘迺迪（JFK）
的小妹，也是最後一位仍在世的手足，曾任外交
官的珍‧甘迺迪‧史密斯（Jean Kennedy Smith）
，已於17日在紐約曼哈頓的自宅過世，享年92
歲。

在她那一輩的甘迺迪家族女眷中，史密斯是
頭一個承擔嚴肅政治工作的甘家女性成員。她的
姐姐與嫂嫂們，都投身家族男性的政治競選團隊
，但除了她，無人從事公職。

史密斯的父親老約翰甘迺迪曾任美駐英大使
，她幼年時因此多次前往愛爾蘭。1993年，柯林
頓總統任命已經65歲的史密斯為駐愛爾蘭大使

，但據傳，任命案是受史密斯的弟弟，時任參議
員愛德華甘迺迪請託。

據《紐約時報》，在愛爾蘭的史密斯，惹毛
不少人，經常破例，也沒把外交方面的眉角當回
事。史密斯曾因為弄走2名不同意她看法的資深
外交官，而遭當時的國務卿克里斯多福斥責。

但另一方面，她曾造訪北愛爾蘭，並與新芬
黨領導人亞當斯會面，違反美國當時的外交政策
，引發爭議。但這次會晤，也為亞當斯 1995 年
訪美會見柯林頓鋪路，更促成 1998 年《貝爾法
斯特協議》簽署，成為北愛爾蘭和平進程的重要
里程碑。

甘迺迪總統小妹兼外交官史密斯過世 享年92歲

（綜合報導）美國國防官員警告說，中國正利用新冠病毒
疫情對美國發動經濟戰，試圖在醫療商業領域獲取更多的利益
。

美國之音引述CNN報導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美國
國防部努力提高供應鏈的安全。但國防產品採購專家警告，供
應鏈下游的小型企業面臨巨大挑戰，因為新冠病毒疫情將醫療
產品納入了國家安全利益範疇，而中國大陸企業在防護用品和
很多醫藥原料領域佔據市場的主導地位，已經成為美國國防部
醫療物資供應鏈的一環。

報導舉例說，美國國防部今年5月12日將1億3800萬美元
的一個 「快速啟動專案」（Project Jumpstart）合約授予ApiJect
Systems America公司，用以協調未來疫苗預裝注射器（prefilled
syringe）的生產。這家公司隨後與一些分包商接洽，包括2017

年被大陸武漢市的人福醫藥集團
（Humanwell Group）收購的美國
Ritedose 醫療技術公司。公司執行
長查斯坦（Jody Chastain）對此表
示， 「我們了解ApiJect為了盡快實
現 『快速啟動專案』的目標，正與能夠提供必要能力的一些國
內公司進行接觸，Ritedose公司很榮幸是這些公司中的一個」
。人福醫藥集團的網站上也稱Ritedose Corporation公司是美國
排名第一的吹瓶-罐裝-密封（blow-fill-seal）單位劑量消毒醫
藥產品製造商，其南卡羅萊納州的尖端工藝工廠的年產能達到
18億支（注射器）。

美國五角大樓發言人安德魯斯（Mike Andrews）中校就此
表示，國防部了解ApiJect 「正在與潛在的分包商洽談，但沒有

理由認為ApiJect在做分包決定時會不履行主要合同的條件。我
們將繼續與ApiJect密切合作，幫助向美國人民提供這些關鍵的
注射設備」。

美國國防部負責採辦的副部長洛德（Ellen Lord）今年4月
份對媒體表示， 「我們必須十分小心地對待一些敵對國家對我
們發動經濟戰，這已經進行一段時間了」。CNN援引一位國
防部官員的話說， 「國防公司比以往更需要資金時，我們正在
密切關注北京正在利用新冠病毒疫情的任何跡象。」

美國防部：北京利用新冠肺炎對美發動經濟戰

蓬佩奧蓬佩奧、、楊潔篪會談之際楊潔篪會談之際 川普簽署川普簽署 「「維吾爾人權法案維吾爾人權法案」」

美國數州病例不減反激增 川普堅不封鎖經濟
（綜合報導）美國的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

情持續發展，數州通報感染人數增加，甚至連創單日新高紀錄
，但總統川普今天說，美國不會再度封鎖經濟活動。

奧克拉荷馬州等數州今天通報新增病例激增，再過幾天，
川普的競選連任陣營也將在奧克拉荷馬州的杜爾沙（Tulsa）舉
辦造勢大會，將是全美3個月來最大的集會。

過去兩週，多個州的病例及住院人數都有增加，反映出令
人擔心的全國性趨勢，即單日新增病例數字在下滑一個多月後
，又開始增加。

奧克拉荷馬州通報單日新增259例，佛羅里達州新增超過
2600例，亞利桑那州也超過1800例。在佛州及亞利桑那州，這
些數字都是疫情爆發以來的單日新增次高紀錄。

然而，法新社提到，佛州海灘及旅館的人潮仍然愈來愈多
，許多人沒戴口罩，也未保持社交距離，很難在維護公衛及保
障就業之間維持平衡。

即使數據不容樂觀，佛州居民卻似乎已厭倦了這場流行病

及防疫措施，戴口罩和不戴口罩的人之間愈來愈容易起衝突。
在邁阿密海灘經營法式麵包店的約瑟夫（Kathia Joseph）

說： 「我們真的得緊迫盯人，要求他們戴口罩，要求他們保持
距離。有些人被要求這麼做時會不高興。」她說，大概只有一
半客人遵守防疫方針。

路透社報導，德州今天通報新增3100例，創下單日新高紀
錄，同時，因新型冠狀病毒而住院的人數也創下新高，將近
2800人。這是德州住院患者人數連續第6天創新高。

在加州，今天單日新增病例也創新紀錄，超過4000例；單
是洛杉磯郡就通報超過2100例，也是當地新高紀錄，但其中有
數百例是連先前延遲的病例集中一次通報。

在此情況下，川普接受福斯新聞頻道（Fox News）訪問時
堅稱： 「我們不會再次封鎖國家。我們不必這麼做。」

白宮經濟顧問柯德洛（Larry Kudlow）及財政部長梅努欽
（Steven Mnuchin）也都表示，美國不能再度封鎖經濟活動。

川普競選陣營打算在奧克拉荷馬州舉辦造勢大會，他的競

選顧問認為，在全國及各州民調顯示川普支持率落後民主黨籍
對手拜登（Joe Biden）後，這將是一個重振政治基本盤的機會
。

但公共衛生專家擔心，2萬人在場館內聚集呼喊高歌，會
把造勢活動變成冠狀病毒 「超級傳播大會」。

共和黨籍的奧克拉荷馬州州長史提特（Kevin Stitt）今天簡
報時表示： 「說到底，總統要去哪，事先也不用申請許可。所
以我們發現總統要來，我們會確保活動盡可能完美、安全。」

奧克拉荷馬州衛生官員建議有意前往造勢活動的民眾，事
前接受採檢，會後自我隔離並再度採檢。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先前報導，副總統彭斯
（Mike Pence）與各州州長通電話時，鼓勵他們重申政府主張
，稱病例增加是因為擴大採檢。但紐時分析發現，在至少14個
州，陽性反應病例比執行測試的平均數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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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女贞德是法国的民族英雄——

瘦小却能扭转乾坤、孤傲却充满悲情

！但是在他国看来却是一个“异端”

！这很好的体现了至戴高乐将军二次

掌权以后法系坦克设计风格：轻量化

、高机动、火力优先；但却又不融入

北约或华约主流，自成一系！

法国是西欧国家，地理位置在德

国背后；所以不少军事作者和“砖家

”都想当然的认为：勒克莱尔的作战

对象是华约的一众T系坦克；其实这

种看法是及其错误的，作为历来保持

自己独立性和独特性的法国而言，在

军事上一直都实行的是“全向防御”

政策，所以勒克莱尔的作战对象是

——除了法国坦克之外，在欧洲所有

的坦克！也包括了北约的一众坦克！

圣女贞德是用自己瘦小的身躯扭

转了乾坤，拯救了法兰西。作为圣女

贞德的继承者，AMX-56 勒克莱尔也

要用自己那轻巧的车身担负起在关键

时刻拯救法国的重任。所以勒克莱尔

在设计时就特别注重先进性，以先进

性 碾 压 一 众 欧 洲 坦 克 ； 所 以 在

AMX-56 上集中了当时能在坦克上应

用的几乎全部“黑科技”。

勒克莱尔是最早应用战场信息综

合管理系统的主战坦克；在车长和炮

长处分别有两块综合显示器，可以显

示战术地图、本车位置、友车位置、

目标位置，也可以同步显示营、连级

战术信息和战术目标（注意上图右边

显示器上的那个蓝色的箭头和红圈，

蓝色的箭头是进攻方向，红圈里的是

目标）。这套战场信息综合管理系统

可以说是第一套坦克的信息化作战系

统，成倍的提高了勒克莱尔的战术灵

活性，使勒克莱尔具备了以寡敌众的

能力。所以说勒克莱尔堪称世界上第

一型信息化主战坦克！

勒克莱尔是第一型装备自动装填

机 的 西 方 第 三 代 主 战 坦 克 ， 是 由

AMX-155 自行榴弹炮上的自动装填机

发展而来；安装在炮塔尾舱当中，自

动装填机中有 22 发待发弹（另外 24

发炮弹放在驾驶员的右侧，不过需要

人工装到自动装填机中），勒克莱尔

的自动装填机有个特点：在把弹药装

进自动装填机时不需要把特定的弹药

装在特定的位置，可以随机混装，自

动装填机依靠设别炮弹上的条形码

（这个条形码还可以确定弹药的批次

和装药量，自动输入火控计算机）来

确定弹药种类和位置。由于每次装填

时都需要识别条形码，所以其装弹速

度只有 15 发每分钟；在不识别条形

码的“爆发速射”状态下，装弹速度

可以达到20发每分钟。

自动装填机使得勒克莱尔减少了

一位乘员，从而减小了坦克的体积和

重量（54 吨的 AMX-56 是西方坦克中

最轻的）；而且自动装填机可以在颠

簸的道路上稳定的装填炮弹（人工装

填无法做到）。唯一的缺点是——这

玩意容易坏！装填个 40 多发就会出

点故障！

AMX-56 勒克莱尔装备的是一台

UDV8X-1500“超高压”柴油发动机，

仅用 8个气缸就达到了 1500 马力的输

出功率！其秘诀就在于发动机上的那

个 TM-307B 涡轮增压器，这东西实际

上就是一台小型燃气轮机，其增压效

果是普通废气引射涡轮增压器的 1.3

倍；而且 TM-307B 涡轮增压器还可以

独立运作，在发动机停机时为坦克供

电，也可以在寒冷环境中对发动机进

行“热车”,相当于一个辅助动力系

统。不过这台超高压发动机的缺点也

很明显——可靠性差且油耗高。

与发动机匹配的是一台 ESM-500

型自动变速箱，没什么出彩的地方；

最大公路时速 71 公里、最大越野时

速 50 公里，唯一的亮点就是 0 至 32

公里/小时加速时间仅需 5.5 秒，另外

最大倒车速度可以达到 38 公里/小时

（方便逃跑）。

按道理来说，早在 1981 年采用不

可调液气悬挂的英国挑战者 1 就已

经服役，不可调的液气悬挂应该算不

上什么“黑科技”。的确，不可调液

气悬挂虽然减震性好、承载能力强，

但是由于其不可以调节底盘高度，无

法给坦克带来战术上的优势。

但是战斗全重只有 54吨的勒克莱

尔 主 战 坦 克 ， 以

28 马力/吨的高推

重 比 配 合 上 减 震

极 好 的 液 气 悬 挂

， 使 其 获 得 了 极

强 的 高 速 行 驶 能

力 ： 公 路 平 均 时

速可达 60 公里、越野平均时速可达

40公里！虽然克莱尔的极速与其他西

方第三代主战坦克差不多，都是 71

至 72 公里/每小时，但是豹 2A6 的公

路平均时速只有 48 公里、M1A2 的公

路平均时速只有 40 公里、以机动性

见长的 T-80 其公路平均时速只有 56

公里！相较之下勒克莱尔的机动性无

疑到达了欧洲三代坦克的顶尖。

勒克莱尔主战坦克的主炮是一门

GIAT 公司研制的 CN120-26 型 120 毫米

口 径 滑 膛 炮 ， 身 管 长 度 52 倍 口 径

（6.25 米），在 90年代初期勒克莱尔

的主炮是西方坦克中唯一超过 6米的

大口径滑膛炮（RH120 L55 要等到 99

年才开始服役）。根据 GIAT 公司的

宣传：其在发射 OFL120F2 型贫铀合

金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时，炮口初速

为 1750 米/秒；可以在 2000 米距离上

击穿750毫米的垂直钢装甲。

CN120-26 型 120 毫米口径滑膛炮

为了追求更好的内弹道，特意取消了

火炮抽烟装置；改用一个空气压缩机

来自动吹除射击时产生的有毒废气。

勒克莱尔那 1000 万美元的制造成

本中至少有 35%是用在了电子设备中

；其中占最大的两头一个是上文说过

的 BMS 系统，另一个就是火控系统

。勒克莱尔的火控系统十分精密且复

杂，整套火控系统用了 7台计算机和

差不多30个军用微处理器来控制。

勒 克 莱 尔 的 观 瞄 系 统 由 车 长

HL-70 独 立 热 成 像 收 索/瞄 准 仪 和

HL-60 SAVAN20 炮长三合一（瞄准/

夜视/测距）瞄准仪组成，车长独立

热成像收索/瞄准仪，除收索功能之

外也具备瞄准/夜视和测距功能；也

就是说勒克莱尔的火控系统是“双射

手”火控系统（也就是“猎手-猎手

”火控系统）。从主炮到观瞄系统全

部都有各自独立的双向稳定仪，精度

极高；在 2000米距离上“动对动”射

击的首发命中率超过了 90%，“静对

静”射击的首发命中率接近100%！

整套火控系统完全实现了数字化

，是世界上第一套全数字化火控系统

；所有的子系统（观瞄/操炮/大气传

感）都用高速军用有线网络接入火控

计算机，且火控计算机也接入了BMS

（战场信息综合管理系统），实现了

火控与车辆综合信息管理系统的合并

。

法国勒克莱尔主战坦克是最早应

用约束型陶瓷复合装甲的主战坦克

（挑战者 2的服役时间比它晚了一年

），不过由于法国一直没有突破硼化

钛陶瓷的生产技术，勒克莱尔仍旧采

用的是老式的氧化铝陶瓷材料。

其复合装甲的基本结构是：将

氧 化 铝 陶 瓷 材 料 装 入 一 个 韧 性 和

强 度 极 高 的 特 种 合 金 钢 套 中 ， 制

作 成 扁 平 的 条 状 装 甲 块 ， 在 将 这

些 装 甲 块 紧 密 的 焊 接 在 母 板 上 ，

在 将 母 板 依 照 一 定 的 次 序 固 定 在

装 甲 箱 中 ， 每 一 层 母 板 之 间 用 耐

火 聚 酰 胺 纤 维 材 料 填 充 ， 作 为 缓

冲 层 。 复 合 装 甲 仅 仅 只 覆 盖 了 炮

塔 正 面 和 车 体 正 面 ， 其 余 部 位 为

了 减 轻 重 量 仅 用 间 隙 装 甲 和 附 加

装甲保护。

根据估算其炮塔正面对穿甲弹

的 防 护 能 力 大 致 相 当 于 650 至 700

毫 米 厚 度 的 钢 装 甲 ， 对 破 甲 弹 的

防护能力致相当于 850 至 1000 毫米

厚 度 的 钢 装 甲 ； 车 体 正 面 对 穿 甲

弹 的 防 护 能 力 大 致 相 当 于 600 至

650 毫米厚度的钢装甲，对破甲弹

的 防 护 能 力 致 相 当 于 750 至 900 毫

米 厚 度 的 钢 装 甲 。 但 其 余 部 位 防

护 能 力 较 弱 ， 仅 具 备 对 抗 轻 型 反

坦克武器的能力。

总的来说，勒克莱尔的装甲防

护 能 力 并 不 算 突 出 ； 但 是 也 算 对

得起它 54 吨的苗条身材。

AMX-56“勒克莱尔”的定型时

间 是 西 方 第 三 代 主 战 坦 克 中 最 晚

的 （1991 年 定 型 ， 仅 比 日 本 90 式

早了 4 个月），所以后发优势也是

同 时 期 第 三 代 主 战 坦 克 中 最 强 的

； 但 是 勒 克 莱 尔 整 体 来 看 却 显 得

十分“中庸”——火力比不上德国

的豹 2A6、防护能力比不上挑战者

2、信息化能力比不上 M1A2；除了

机 动 性 之 外 并 无 特 别 出 彩 之 处 ，

而 且 由 于 采 用 了 大 量 未 经 严 格 验

证 的 新 技 术 ， 其 整 体 的 可 靠 性 令

法军整整头痛了 10 年。

但是除机动性外其余性能均显平

庸的勒克莱尔整，制造成本却高达

1000 万美元（不是采购价），和世界

最贵的日本 90 式有得一拼！再加上

法系坦克既不能融入北约体系也不能

融入华约体系，造成其出口及其困难

。

所以，勒克莱尔主战坦克这型法

国潜心 20 年研制的先进第三代主战

坦克，更多的只是用来满足法兰西那

颗孤傲的虚荣心！

法国在冷战时期一直游走于北约

和华约两大集团之间，在戴高乐将军

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国家利

益，而不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外交

指导思想下，法国无论是和北约还是

华约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所以其坦

克技术也算是集东西方之大成——火

炮身管制造工艺来源于苏联（苏联

向法国转让了有关电渣重溶的专利

，其中还包括一台完整的 P951 型电

渣炉）；陶瓷装甲技术来源于英国

（其氧化铝陶瓷技术就是直接引进

的“乔巴姆”装甲的氧化铝陶瓷相

关技术）。

法兰西的钢铁龙骑兵
AMX-56勒克莱尔主战坦克

朝鮮稱要“報復到底” 青瓦臺開會韓軍高度戒備
韓國未能妥善處理“脫北者”團

體散發反朝傳單壹事激起了朝鮮人民

的“滔天憤怒”！朝鮮媒體14日發文

，表示朝鮮將對首爾“報復到底”。

此前壹天，朝鮮高官稱要和韓國“壹

刀兩斷”，暗示將對首爾采取軍事行

動。平壤的表態引起韓國的深切擔憂

。青瓦臺14日淩晨緊急開會對此進行

討論，韓國軍方也壹改此前的淡定，

稱韓軍正在保持高度戒備狀態，密切

關註朝軍動向。

朝鮮要“壹刀兩斷”
朝鮮主要媒體《民主朝鮮》發文

稱，放縱、庇護“脫北者”團體進行反

朝挑釁行為的韓國當局激起了全朝鮮人

民如火山般的報復意誌。通過此次的事

件，朝鮮人民更加堅定了明確的對敵思

想：敵人就是敵人，只能進行無情的報

復。韓國當局必須認識到，無論是什麼

都不能平息“我們的滔天憤怒”。朝鮮

《勞動新聞》14日發表題為《人民的懲

罰無可阻擋》的署名文章說，比起犯罪

的人，包庇和縱容者更應該受到嚴厲懲

罰。按照群情激憤的朝鮮人民的意誌，

朝鮮的無情報復已經開始實施，“我們

還將依照已經向世界宣布的那樣，將無

情報復進行到底”。

此前壹天，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

會第壹副部長金與正發表談話，批評

韓國對“脫北者”散發反朝傳單壹事

處理不力，表示朝方即將對韓國采取

下壹階段行動。朝中社稱，金與正表

示，經朝鮮最高領導人以及黨和國家

授權，她已指示有關“對敵工作”部

門實施下壹階段行動。不久將會看到

朝韓共同聯絡辦事處“支離破碎的悲

慘場景”。金與正還就“下壹步計劃

”表示，將把對敵行動的行使權交給

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部，相信朝軍將采

取行動“來平息朝鮮民眾的憤怒”。

據《南華早報》報道，有韓國政界人

士認為，朝鮮在邊境附近發動軍事行

動的“可能性很大”。位於首爾的朝

鮮研究大學教授楊武仁稱，朝鮮可能

在朝韓邊境附近的陸地和海上開火。

韓國深感擔憂
朝鮮的表態引發韓國的嚴重擔憂

。據韓聯社14日報道，朝鮮人民軍總

參謀部相當於韓方的聯合參謀本部，

可行使指揮軍事作戰的“軍令權”。

金與正將該權限交給朝鮮人民軍總參

謀部可被解讀為，金與正指示並批準

軍方采取對韓軍事行動。韓國統壹部

14日表示，政府認為當前的情況十分

嚴重，並重申韓朝應共同努力遵守雙

方簽署的所有協議。

韓國國防部長官鄭景鬥14日上午緊

急召開會議，檢查軍方的戒備情況，並

討論如何應對朝鮮。之後，韓國國防部

表示，當前的形勢十分嚴峻。韓軍正在

保持高度戒備狀態，並密切關註朝軍動

向。值得註意的是，即使在朝方宣稱要

廢除《9· 19軍事協議》、關閉兩國之間

的壹切通訊聯絡線時，韓國軍方也不曾

表達立場。不過，此次軍方認為形勢嚴

峻，因此就朝方動向表示關註。此外，

韓國總統府青瓦臺14日淩晨緊急召開國

安會常委會會議，就當前的半島局勢及

解決方案進行探討。韓國外交部長官康

京和、統壹部長官金煉鐵、國防部長官

鄭景鬥等人與會。韓國政府14日並未透

露上述會議的決定。

美國或收到“十月驚喜”？
韓聯社稱，韓朝《6· 15共同宣言》

發表20周年紀念日即將到來，但朝核問

題至今懸而未決，韓朝關系時近時遠

，拉鋸格局成為常態。雖然韓方正在

積極應對傳單問題，但預計朝鮮不會

輕易就此罷休。韓國保守媒體對政府

的對朝政策表示批評，不過《韓民族

日報》評論稱，韓朝局面越是艱難，

就越要努力不讓局面轉圜的可能性消

失。報道還敦促朝鮮不應將局面推向

無法挽回的僵局，否則國際社會的對

朝輿論會惡化，也會給美國大選後朝

美重啟對話帶來負面影響。據《南華

早報》報道，韓國前議員樸智元敦促

韓國立即向平壤派遣總統特使，以緩

和局勢。

“美國之音”評論稱，朝鮮此前壹

天的表態是平壤最近對韓國發出的最直

接威脅。有分析人士表示，朝鮮似乎在

為壹次重大行動做準備，可能是為了

讓韓國做出經濟或其他讓步。“德國

之聲”14日評論稱，盡管朝鮮表示最

近對韓國政府的批評是出於首爾沒有

妥善處理“脫北者”團體散發反朝傳

單壹事，但專家認為，平壤的真正目的

是加大對美國的壓力，要求美國放松對

朝鮮的制裁。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14日稱，白宮沒

有對朝鮮的最新舉動置評。壹些美國專

家認為，朝鮮可能在秋天做壹些挑釁性

的事情，以便在競選期間懲罰美國總統

特朗普。“也許是十月的驚喜。”美國

中央情報局前分析員、朝鮮問題觀察人

士克林諾說。

新冠感染尚未消失
安倍促民眾天氣炎熱也勿放松警惕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在日本壹檔電視節目上，敦促國

內居民在天氣炎熱時不要放松，

因為高溫並不意味著新冠病毒感

染的消失。

安倍說：“在向醫療機構

提供支持的同時，還有必要擴

大檢測體系。看看中東的情況

，那裏的天氣非常炎熱，病毒

正在那裏蔓延。因此，不能只

因為夏天來了就放松了。”

6月14日，日本新增新冠確

診病例75例，其中47例在東京。

這是自5月5日以來，東京都首次

單日新增病例數超過40例。

截至目前，日本累計確診

病例達 17529 例，累計死亡 927

例。其中，東京都累計確診

5544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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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公布了關於在提供陪

酒服務的餐飲店等預防新冠感染的指導方針

。鑒於此，14日，經濟再生擔當大臣西村康

稔、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以及歌舞伎町等

鬧市區所在的新宿區區長吉住健壹舉行了會

談，確認共同推進相關預防措施。

據報道，近來，以夜間的鬧市區為中心

，相繼報告新增確診病例。東京都14日新增

確診病例47例，其中18例為新宿繁華街區的

同壹家夜店員工。

為了防止出現第二波疫情，三方確認將

共同推進以下措施：落實指導方針內容，力

爭使其常態化；此外，對於發生感染的店鋪

，向去過該店鋪的客人提供信息；並呼籲店

員接受核酸檢測等。

會談後，西村康稔舉行了記者招待會。

他說：“我們會觀察這些措施的實施效果，

把它作為在擁有鬧市區的東京其他的區，以

及東京以外的大城市實施的壹個範例。”

西村康稔還表示：“確認有感染者的店

鋪非常配合，所有的店員都接受了核酸檢測

，可以說這是積極行動所帶來的結果。政府

不打算因為這壹數字就立即改變19日的分階

段上調計劃。”

11日，東京都解除了2日發布的“東京警報”，允許卡拉

OK店等營業，並計劃於19日開始全面解除對各類商鋪的停業

要求。目前，日本已明確夜店等3個行業的防疫方針，為全面

解除停業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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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例風波期間號召所謂公務員集會的“新公務員工會”，近

日煽動公務員參與反港區國安法“罷工公投”。香港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聶德權日前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雖然“新公務員工會”

聲稱無預設立場，但已公然表明參與反對國家安全立法的跨工會

“公投”，與公務員須持的原則和角色存在矛盾，並違反《公務

員守則》，特區政府會嚴肅跟進，絕不容忍任何違反紀律的行為。有法律界人士則

指，罷工不受法律保障，被煽動曠工者最嚴重可被即時辭退而不獲補償。

聶德權：公僕反立法 違紀零容忍
“新公務員工會”煽“罷工公投”特區政府嚴肅跟進

聶德權在接受深圳衛視和“直新聞”專訪時表
示，根據基本法第九十九條，公務員的使命

是落實特區政府的政策，及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
政府施政，而“新公務員工會”表明參與反國家
安全立法的“公投”，這已經是一個表態，立場
很有問題，若公務員透過“工會”作出違反《公
務員操守》的行動或言論，當局會根據紀律程序
跟進。
對於有人稱現時的架構難以對違規公務員採取

行動，聶德權指出，《公務員守則》已清楚列明對
公務員的要求，在跟進違反守則的個案時，當局會
了解事實並評估違規程度，同時讓被指控人作出申
辯。不過他重申，局方會嚴肅、認真地處理已核實
違規的同事，絕不容忍任何違反紀律的行為。

政治中立即落實政策
聶德權強調，根據《公務員守則》，公務員的

操守有兩方面，一是不偏不倚，二是政治中立。所
謂不偏不倚，是公務員在執行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的

時候，需要用一個公正的方法來執行，目的是落實
好政府定的政策和措施。“公務員的責任是對在任
的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完全忠誠，竭盡所能履行好
自己的職責。”

挺特首施政角色重要
二是政治中立，聶德權指出，有人以為中立的

意思是公務員“哪一邊都不幫，這邊不幫，那邊也
不幫，我沒有立場，這就是政治中立”，但如果依
照公務員行為準則，政治中立的意思，無論這個人
的政治信念是什麼，都需要竭盡所能去落實好政府
所定下的政策，然後執行，而在履行職責的過程
中，不會受到他自己的政治信念所支配和影響，或
者他的言行本身不會給人一種感覺，令人質疑他因
為自己的政治想法而在工作上假公濟私。
聶德權強調，香港經濟民生受到黑暴與新冠肺

炎疫情的嚴重影響，在這個關鍵時刻，如何令香港
經濟、社會、民生恢復，這需要一個穩定和安全的
環境。

他表示：“公務員作為特區政府的骨幹，在支
持行政長官施政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希望大
家能夠明白自己的身份、角色和責任，一心一意做
好自己的工作，這對香港，對國家在香港落實‘一
國兩制’，非常重要。”
他認為，在這時候，如果仍然還有一些公務

員組織或是同事出來號召要參加一些跨工會的
“公投”，而這個目的還是要反對國家安全立
法，“第一，這和他自己公務員的身份不相稱，

違反了《公務員守則》。另一方面，用政治性罷
工這種激烈手段來反對國家安全立法，這是破壞
香港安全和穩定的環境，直接影響了很多香港人
的福祉。”
另外，被問及“新公務員工會”主席顏武周及

多名公務員早前被免去署任職位一事，聶德權指
出，安排完全是部門按當局的指引和準則決定，署
任一般用來評核公務員是否具晉升的潛力，或填補
部門高一級崗位上的空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全國人大常委
會將開展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相關立法工作。人稱
“蘭桂坊之父”的蘭桂坊集團主席盛智文17日表
示，去年修例風波引發社會持續不穩，不單重挫
經濟，更令巿民生活大受影響。由於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似難以本地立法，促使了中央政府要出手
訂立港區國安法，彌補現有法例不足。他強調，
每個國家都有國安法，並相信此法例不會影響
“一國兩制”，反而可以為香港營造更穩定的商
業環境， 吸引商業投資，“可令香港變得更
好。”
團結香港基金17日舉行視像論壇，盛智文

獲邀為主講嘉賓，分享他對香港前景看法。盛智
文指出，每個地方都有關於國家安全的法例，澳
門特區政府早已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當
地居民如常生活，並無出現問題，相信若法例在
香港實施，情況亦將如此。

他續說，中央政府希望香港就二十三條自行
立法，惟一直未能落實，中央擔憂香港將出現恐
怖活動，因此才需要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訂立港區
國安法。
就有指香港與內地法制不同，令人對港區國

安法執法及審訊有所疑慮，盛智文表示，香港雖
實施普通法制度，有別於內地的大陸法（歐陸
法），但兩者總有相似之處，並以當年高鐵西九
龍站“一地兩檢”爭議為例，認為部分市民對內
地執法單位在港執法是過分擔心。他直言，明白
港人對立法的憂慮，並相信中央亦了解港人的擔
憂，但認為法例實施後，港人生活不會有大改
變，“若果你沒打算犯法，根本不用擔憂！”

針對美國早前聲稱將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
位，盛智文分析，美國的舉動只是為了與中國對
抗，“美國並非真心為香港人好。”他又指出，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中國需要香港作為橋樑與

世界接軌，故中央推行港區國安法立法並非想不
利香港發展。
對有報道指港人或因擔憂而令近期移民查詢

數字有所上升，盛智文指出，港人有移民的自
由，而這個情況在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前亦出
現過，其間不少人移民加拿大，惟香港社會回歸
後一切如常，且每個地方都有不同問題，即使移
居台灣或泰國，在當地營商也不容易，故大批港
人開始回流，相信未來亦會如此。

盛智文：立法將營造更佳商業環境

■盛智文相信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不會影響巿
民生活，反有利營商環境。 團結香港基金供圖

■聶德權強調絕不容忍任何違反紀律的行為。
網上圖片

■直新聞批評顏武周“又反政府又貪高薪”。
直新聞fb圖片

法治是香港過往
多個世代發展的
支柱，亦將是香港
未來世代繼續發
展和繁榮的關鍵。

友邦保險
首席執行官兼總裁

李源祥

友邦滙控支持港區國安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再有大型金

融機構發聲撐港區國安法立法，友邦保險集團首
席執行官兼總裁李源祥17日表示，公司全力支
持維護“一國兩制”的國家安全法。而早前已經
發聲支持港區國安法的滙控，其高層17日向內
部發備忘錄，重申該行支持港區國安法立法的立
場，又指留意到該行客戶對香港議題有所關注，
但強調不斷升級的政治爭議，不會削弱內地和香
港市場的吸引力。
全國人大正在推進港區國安法的立法工作，

香港商界近日紛紛發聲支持。友邦保險集團17
日在官網刊出“首席執行官兼總裁的話”，集團
首席執行官兼總裁李源祥表示，公司全力支持維
護“一國兩制”的國家安全立法，認為它將促進
香港的和平發展、保障所有香港人的福祉。

友邦：香港發展繁榮關鍵
李源祥又指，友邦保險於1919年源於上

海，現以香港作為總部，植根於此。公司對香
港未來有堅定不移的信心，可以說是來自所有
香港人；並強調法治是香港過往多個世代發展
的支柱，亦將是香港未來世代繼續發展和繁榮

的關鍵。

滙控：有助穩定社會秩序
滙豐亞太區行政總裁王冬勝早前支持港區國

安法立法，一些英美政客向滙控作出無理指責。
彭博社17日報道稱，滙控環球銀行及資本市場
聯席主管Greg Guyett向集團內部發出的備忘錄
指出，近日該行客戶幾乎在每一次會議都討論到
香港議題，他重申滙控支持落實港區國安法的立
場，又指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滙控尊重和
支持所有穩定香港社會秩序、振興經濟繁榮發展

的法律。
備忘錄內容提到，Greg Guyett認為中國和

西方將會建立更深入的經貿關係，而香港擁有強
大的市場和商業框架之下，相信將繼續擔當中西
之間的重要渠道，而滙控亦會在亞洲和西方經濟
體之間擔當橋樑角色。滙控證實備忘錄內容，但
沒有進一步評論。
滙豐早前透過滙豐中國企業號微信公眾號發

文，文章指滙豐作為香港銀行公會的主要成員，
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尊重和支持所有穩定
香港社會秩序、振興經濟繁榮發展的法律。

滙控環球銀行及
資本市場聯席主管
Greg Guyett

滙控尊重和支持所
有穩定香港社會秩
序、振興經濟繁榮
發展的法律。

近日，香港九龍塘香島中學對一名縱容傳
播“港獨”歌曲的教師不予續約。校方發表聲
明強調，該校是傳統愛國學校，教師續約要考
慮能否貫徹學校辦學理念。這也讓我們想起2
017年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把對國歌不敬的學生
驅逐出了畢業典禮。當時，這所學校的校長陳
卓禧嚴肅指出，作為一間愛國愛港的學校，必
定高舉愛國旗幟，沒有妥協餘地！

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家國情懷，從
來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尊重國歌和國旗，
是現代國家最基本的行為準則。傳統愛國愛港
學校的堅定立場令人敬佩！從去年發生的暴力
亂港活動看，在香港不少學校裡，教育已嚴重
偏離“一國兩制”的正確方向，“港獨”思潮
一度在校園蔓延，愛國愛港的聲音和行動卻反
受壓制。對此，我們決不能掉以輕心。

近日，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出台規定，
新入職及現職中小學教師須接受價值觀、操
守、國家及國際教育發展等方面的培訓課
程。如此合理的撥亂反正之舉又遭到反對派
大肆“污名化”詆毀攻擊，甚至還煽動學生
罷課，企圖摧毀香港美好的前途。香港是中
國的香港，如果香港的學校淪為敵對勢力反
中亂港的基地，那就是親者痛仇者快，是任
何負責任的政府所不能允許的。對此，廣大
香港市民特別是教育工作者要頭腦清醒，決
不能被亂港分子所蒙蔽。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香港教育出了問
題，就必須抓緊補救。教育有着鮮明的主權
屬性，在培養合格國民、厚植家國情懷這個
大是大非問題上，只有“一國”之責，沒有
“兩制”之分。香港的一些教育亂像如不剎
住，政治亂象將無休無止！修例風波以來，
學生和孩子已經付出了其難以承受的慘痛代
價，必須堅決斬斷伸向教育、伸向孩子的黑
手，讓香港學校重歸風清氣正。
愛國愛港，義不容辭。香港教育界要堅

守“一國兩制”的正確方向，堅守愛國、法
治、自強、包容、和諧等香港社會普遍認同
的價值觀，讓一切煽動“港獨”、暴力的言
論在校園難以立足，努力為青少年創造健康
成長的環境，為“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
提供優質的教育支撐。
育人者必先為人師表。希望香港教育界

與特區政府和全社會一道，積極主動傳播正
能量，堅決杜絕反中亂港勢力的滲透，讓愛
國愛港的主旋律更加昂揚！

讓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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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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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昂
揚

大灣區之聲熱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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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團結抗疫
習近平這麼說……
◆ 在中國抗疫最艱難的時刻，非洲

送來寶貴支持，我們銘記於心。
非洲疫情暴發後，中國率先馳
援，同非洲人民堅定站在一起。

◆ 我願重申，中方珍視中非傳統
友誼，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
幻，中方加強中非團結合作的
決心絕不會動搖。

◆ 中方承諾，新冠疫苗研發完成
並投入使用後，願率先惠及非
洲國家。

◆ 團結合作是抗擊疫情最有力的
武器。

◆ 我們反對將疫情政治化、病毒標
籤化，反對種族歧視和意識形態
偏見，堅定捍衛國際公平正義。

◆ 我相信，人類終將戰勝疫情，
中非人民也終將過上更加美好
的生活。

資料來源：新華社

習近平四點倡議
1 我們要堅定不移攜手抗擊疫情

2 我們要堅定不移推進中非合作

3 我們要堅定不移踐行多邊主義

4 我們要堅定不移推進中非友好

資料來源：新華社

中國疫苗將先惠非洲
在視頻峰會提四點倡議 促中非合作團結抗疫
：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非團結抗疫
特別峰會發表《中非團結抗疫特別峰會聯合聲
明》，向國際社會發出中非團結合作的時代強音。
根據中非合作論壇精神和雙方一貫秉持的理念，非
方支持中方在台灣、香港問題上的立場，支持中方
在香港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的努力。

此次會議務實高效，與會領導人經過友好、深
入交流，達成以下共識：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範
圍內擴散蔓延，給世界各國人民帶來前所未有的迫
切挑戰，給非洲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巨大衝擊
深表關切。認識到公共衞生問題對全球和平安全及
各國人民福祉的重要性，特別是非洲在新冠病毒肆
虐面前極度脆弱，需要各方團結支持其增強應對能
力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讚賞並支持聯合國秘書長
團結抗疫倡議，承諾共同致力於維護全球公共衞生
安全，保障發展中國家正當權益，為促進世界和平
與發展作出更大貢獻，共同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
體。強調和平、安全與發展密切相關，呼籲國際社
會支持非洲落實“消弭槍聲倡議”，敦促盡快解除
對津巴布韋和蘇丹的經濟制裁。根據中非合作論壇
精神和雙方一貫秉持的理念，繼續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相互支持。中方支持非洲國
家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反對外部勢力干
涉非洲內部事務。非方支持中方在台灣、香港問題
上的立場，支持中方在香港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的努
力。
聲明高度評價和積極支持世界衞生組織在譚德

塞總幹事帶領下為世界各國應對疫情發揮引領和協
調作用，呼籲國際社會加大對世界衞生組織政治支
持和資金投入。歡迎第73屆世界衞生大會通過新
冠肺炎疫情決議，對疫情造成的負面影響深表關
切，強調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呼籲國際社會加強團
結合作，共同遏制和緩解疫情，重視脆弱人群需
求。重申反對將疫情政治化、病毒標籤化，呼籲國
際社會共同防止歧視、污名化作法，打擊錯誤和虛
假信息，在研發診斷工具、診療方法、藥物及疫
苗、病毒動物源頭等領域加強合作。支持以世界衞
生組織為主導，秉持客觀公正原則和科學專業態
度，在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之後，與會員國協商，適
時盡早逐步啟動公正、獨立和全面評估進程，包括
酌情利用現有機制，回顧總結在世界衞生組織協調
下國際衞生領域應對疫情工作的經驗教訓。

習
近
平

習
近
平

非盟峰會主席團成員國、非洲重要次區域組織
輪值主席國等非洲國家領導人以及非盟委員

會主席法基應邀出席。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作為特邀嘉賓與會。
在發表主旨講話時，習近平提議，為在疫情

中的不幸罹難者默哀，向他們的親人表示慰問。
習近平表示，面對疫情，中國和非洲經受了

嚴峻考驗。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努力，付出巨
大代價，控制住國內疫情，但仍面臨反彈壓力。
非洲各國政府和人民眾志成城，非洲聯盟全力協
調，採取有力舉措，有效緩解了疫情，成果來之
不易。中國和非洲相互聲援、並肩戰鬥。在中國
抗疫最艱難的時刻，非洲送來寶貴支持，我們銘
記於心。非洲疫情暴發後，中國率先馳援，同非
洲人民堅定站在一起。

加快中非友好醫院建設
習近平指出，當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中

國和非洲都面臨抗疫情、穩經濟、保民生的艱巨
任務。我們要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統籌資
源，團結合作，盡最大努力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體健康，最大限度降低疫情負面影響。
第一，我們要堅定不移攜手抗擊疫情。中方

將繼續全力支持非方抗疫行動，繼續向非洲國家
提供物資援助、派遣醫療專家組、協助非方赴華
採購抗疫物資。中方將提前於年內開工建設非洲
疾控中心總部，同非方一道實施好中非合作論壇
框架內“健康衞生行動”，加快中非友好醫院建
設和中非對口醫院合作，共同打造中非衞生健康
共同體。中方承諾，新冠疫苗研發完成並投入使
用後，願率先惠及非洲國家。

免除非洲國無息貸款債務
第二，我們要堅定不移推進中非合作。為克

服疫情帶來的衝擊，我們要加強共建“一帶一
路”合作，加快落實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成
果，並將合作重點向健康衞生、復工復產、改善
民生領域傾斜。

中方將在中非合作論壇框架下免除有關非洲
國家截至2020年底到期對華無息貸款債務。中方
願同國際社會一道，加大對疫情特別重、壓力特
別大的非洲國家的支持力度，包括進一步延長緩
債期限，幫助其克服當前困難。中方鼓勵中國有
關金融機構參照二十國集團緩債倡議，根據市場
原則同非洲國家就商業主權貸款安排進行友好協
商。中方將同二十國集團成員一道落實二十國集
團緩債倡議，並呼籲二十國集團在落實當前緩債
倡議基礎上，進一步延長對包括非洲國家在內的

相關國家緩債期限。
中方希望國際社會特別是發達國家和多邊金

融機構在非洲減緩債問題上採取更有力行動。中
方願在尊重非方意願基礎上，同聯合國、世界衞
生組織及其他夥伴開展援非抗疫合作。
推動非洲實現可持續發展是長遠之道。中方

支持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建設，支持非洲加強互
聯互通和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建設，願同非方一
道，共同拓展數字經濟、智慧城市、清潔能源、
5G等新業態合作，促進非洲發展振興。

挺世衞為全球抗疫作貢獻
第三，我們要堅定不移踐行多邊主義。中方

願同非方一道，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
體系，支持世衞組織為全球抗疫作出更大貢獻。
我們反對將疫情政治化、病毒標籤化，反對種族
歧視和意識形態偏見，堅定捍衛國際公平正義。

第四，我們要堅定不移推進中非友好。面對
新的機遇和挑戰，中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
要加強合作。我願同各位同事保持密切聯繫，夯
實友好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問題上相互支
持，共同維護中非和發展中國家根本利益，推進
中非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高水平發展。
習近平說，我們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

一致決定構建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今天
我們召開團結抗疫特別峰會，就是用實際行動踐
行北京峰會承諾，也是為國際抗疫合作貢獻力
量。我相信，人類終將戰勝疫情，中非人民也終
將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6月17

日晚，中非團結抗疫特別峰會在北京舉

行。特別峰會由中方和非盟輪值主席國南

非、中非合作論壇共同主席國塞內加爾共

同倡議，峰會以視頻方式舉行。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主持並發表主旨講話。

習近平指出，在全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

重要時刻，舉行這次中非特別峰會，共商

團結抗疫大計，共敘中非兄弟情誼。他感

謝拉馬福薩總統、薩勒總統一道倡議舉辦這

次會議。在講話中，對於中非合作抗疫，他

提出了四點倡議：要堅定不移攜手抗擊疫

情；要堅定不移推進中非合作；要堅定不移

踐行多邊主義；要堅定不移推進中非友好。

他也表示，中方承諾，新冠疫苗研發完成並

投入使用後，願率先惠及非洲國家。

非方支持中方在香港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的努力
中非團結抗疫特別峰會聯合聲明

■■ 66月月1717日晚日晚，，國家主席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北京主持中非團結習近平在北京主持中非團結
抗疫特別峰會並發表題為抗疫特別峰會並發表題為
《《團結抗疫 共克時艱團結抗疫 共克時艱》》的的
主旨講話主旨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 習近平主持習近平主持
中非團結抗疫中非團結抗疫
特別峰會特別峰會，，以以
視 頻 方 式 舉視 頻 方 式 舉
行行。。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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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疫情仍處上升期北京本地
新增確診病例數據

北
京
確
診
和
境
外
輸
入
最
新
數
據
（
截
至
6
月
17
日
）

累計報告本地確診病例578例

累計出院411例，累計死亡9

例，在院158例，尚在觀察的

無症狀感染者15例

累計報告境外輸入確診病例174例

累計出院173例，在院1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17日，北京舉行了
新冠疫情防控

第一百二十二場和第一百二
十三場發布會，不同於此前
幾天，17日在發布會現場，
可以看到主持人和發布嘉賓都
已經重新戴上了口罩。
龐星火17日在發布會上

介紹，北京自11日以來新增
的137例病例中，絕大多數
與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
（下稱新發地市場）從業人
員、新發地市場購物人員有
直接或間接關聯，主要集中

於新發地市場所在的豐台區花
鄉地區，絕大部分病例和外環境陽性標
本主要在新發地市場綜合交易大廳。初

步推斷，今次疫情由人際傳播或物品環境污染引發
的感染所致。目前病例中以普通型和輕型病例為
主，佔總病例數的95%。

98隊伍對6類人員應檢盡檢
“由於初期病例均與該市場存在流行病學關

聯，再結合發病時間的流行曲線，由此推斷疫情在
早期即被發現，目前我市疫情還處於上升期。”龐
星火表示，再考慮新發地市場是北京最大的農副產
品交易場所，物流廣泛、人員密集，疫情擴散風險
大，控制難度較大，不排除發病人數未來還會維持
並持續一定時間。
北京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張強稱，北京將對新發

地等涉疫市場涉疫社區相關人員、北京中高風險街
道鄉鎮常住居民、本市醫療衞生機構從業人員、公
共領域服務人員、已返校學校學生及教職員工、參
與重點區域社區防控一線工作人員等6類人員，將

按照應檢盡檢的原則，由屬地政府在本區域內統一
組織開展核酸檢測。
“目前，北京全市日均採樣約40萬人，今後

幾天還將持續擴大檢測能力。”張強表示，將積極
統籌疾控機構、醫院和第三方機構等98個專業採
樣隊伍、開展業務培訓、優化點位設置、強化服務
保障等方式，確保檢測工作平穩、有序、高效開
展。

中高考將調整防疫標準
受到疫情影響，從17日起，北京中小學各年級

一律停止到校上課，恢復居家線上教學，所有校外培
訓機構繼續暫停線下課程和集體活動。目前，北京中
高考時間沒有作調整，但防疫標準會作動態調整。北
京高校方面，亦全面停止春季學期的學生返校工作，
學校可以通過線上辦理、遠程服務等方式，作好畢業
生的畢業離校工作。

北京疫情持續上升，最新通報顯示，

17日，北京新增報告本地確診病例 21

例、疑似病例3例、無症狀感染者3例。

從11日到16日，北京已累計報告確診病例158例。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龐星

火稱，目前北京疫情還處於上升期，不排除發病人數未來還會維持

並持續一定時間。受此影響，北京中小學各年級恢復線上教

學，全面停止在京高校學生返校，並要求涉疫社區相關人員

等六類人員應檢盡檢。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11日至17日累計確診158例 95％為普通型和輕型 全市日均採樣40萬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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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醫護
人員在現場組
織需要進行核
酸檢測的人員
隊伍。 法新社

■■北京日均採樣北京日均採樣4040萬人萬人。。圖為圖為1717
日北京新發地市場相關重點區域和日北京新發地市場相關重點區域和
重點人群的應檢人員在豐台區方莊重點人群的應檢人員在豐台區方莊
體育公園接受核檢體育公園接受核檢。。 中新社中新社

逾千架次進出京航班取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北京首都機場和

大興機場16日至17日出京航班出現大面積取消。部分
航企表示，符合相關條件的退票可免手續費，出京旅
客將要查核酸檢測證明。

“飛常準”App數據顯示，16日當日，首都機場
的進出港航班原計劃執行786個航班，最終取消313個
航班，取消量約為40%，較前一日翻了約一倍。

17日，進出京航班繼續大面積取消。

截至17日10時左右，記者據“飛常準”App數據
統計，首都機場和大興機場進出港航班取消的已達
1,002架次，其中出京航班取消479架次。首都機場進
港航班準點率僅26%，出港航班準點率為40%。
根據北京16日晚的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的通報，

“中高風險街鄉、新發地市場相關人員禁止離京，其
他人員堅持‘非必要不出京’，確需離京的須持7日
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6例6月
12日

36例6月
13日

36例6月
14日

27例6月
15日

31例6月
16日

1例6月
11日

21例6月
17日

2020年6月18日（星期四）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新冠肺炎疫情稍緩和，滙控17日宣布將恢復疫情爆發後擱置的大規模裁員計劃，將

在中期內裁減約15%即3.5萬個崗位。外電並引述滙控行政總裁(CEO)祈耀年17日在發

給全球23.5萬名員工的備忘錄，指將凍結幾乎所有外部的招聘。滙豐發言人證實了備忘

錄的內容，對於裁員計劃會否涉及香港員工，發言人回應指，香港仍是集團增長計劃的

核心，會繼續投資及發展亞洲業務。

滙控重啟裁員3.5萬人救亡
凍結招聘 CEO促下半年續削成本

據路透社消息，祈耀年表示，面對盈利下滑，且
經濟預估顯示未來將面臨挑戰，該行不得不恢

復裁員計劃，他又已要求高層考慮如何在下半年削
減成本。他強調，理解今次的消息，可能引起大家
憂慮及不確定性，但裁員計劃會按個別地區情況而
推進，集團亦會設法重新分配員工，例如凍結大部
分對外招聘，盡量從內部調配員工，以填補空缺。

市場料歐美員工為主
滙豐在港僱員約3.1萬人，佔集團整體13%。另

外，英國、印度、中國內地都是僱員最多的市場。
滙控過去一向不會保證香港不受裁員計劃影響，但
市場仍普遍預期，今次裁員更多是集中在回報率較
差的歐美市場。

據年報顯示，集團2019年所僱用的全職員工總
數約23.5萬人，亞洲員工佔比高達54.7%，其次是
歐洲26.4%，中東及北非佔3.9%，而北美及拉美則
分別只佔6.6及8.4%。其中，盈利能力最強的當屬

香港，滙控近年力拓的珠三角市場，也帶動中國內
地員工總數大增至2.8萬人。

至於業務表現較遜色的美國，只僱用1萬名員
工。此外，傳滙控正尋求出售的法國零售業務，僱
員人數僅有8,000人。

資產價跌 不敢賤賣套現
滙豐在2月時，曾宣布了其155年歷史上，最大

規模的重組計劃，並透過降低歐美業務，以及投資
銀行的規模，削減45億美元成本及1,000億美元風
險加權資產。不過，其後在疫情下政府要求銀行協
助企業渡過難關，致使相關計劃未能如常推行，加
上疫情下環球資產價格趨跌，若現時出售資產便需
賤賣，令該行被迫叫停部分重組計劃。
該行今年5月時公布，受信貸損失激增4倍的

影響，以及油價下跌打擊，首季列賬基準稅前利
潤急挫 48%至 32億美元，遜於市場預測中位數
36.7 億美元，該行更預告疫情將導致全年利潤

“大幅下降”。

油價跌息率低 雙重打擊
該行早前預期，因為油價急挫，新加坡一項與企

業貸款風險相關的重大準備，預期信貸損失準備，會
由去年底的92億美元，增加至3月底的111億美元。
該行財務總監邵偉信表示，已就新加坡石油公司興隆
作大額撥備，同時已納入油價波動的影響。
此外，滙控的總體淨息差已跌至1.54厘，分別

受息率下行、資產結構改變及阿根廷高通脹影響。
滙豐表示，最新預期減息對全年的淨利息收入，有
超過30億美元的影響，而減息環境不利業務前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全國兩會對“十四
五”之雛型已有明確規劃，WeLab虛擬銀行主席、前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17日出席一個論壇活動時表
示，中國未來除了專注內需等，亦需要吸引更多外資大力
發展，而香港一直作為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來源地，
他相信香港未來可以繼續善用所長，成為協助內地吸納外
資的橋樑，並相信港地位難以取代。

由於中美貿易爭拗已持續一段時間，陳家強認為，內地
在“十四五”規劃下，未來將明顯減少與美國聯繫，至於減
少全球化、改變供應鏈更會成大勢所趨。他又指近年內地經
濟增長亦偏向重質多於重量，因為在不考慮環境因素下迎來

的快速增長是難以持續的，因此中國正在關注可持續發展，
並愈來愈關注照顧窮人、長者及退休人員的需求等。

陳家強形容，中國正在將出口增長型經濟，轉變為
質量更高的國內增長型經濟，預計內地未來將會積極提高
國內消費、改善內需及貿易逆差，並持續招商引資。他認
為內地要發展國內經濟，在外界眼中極具發展潛力下，變
相為投資者帶來投資機會。
至於香港在國家發展中所佔角色，陳家強認為香港

應繼續發展所長，並集中精力幫助國家開放資本市場，並
協助外資投資內地市場有更好的風險管理，同時做好香港
私人財富管理中心的定位。

“十四五”規劃 陳家強料港地位難取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
基)港匯持續強勢，17日再觸發港
元強方兌換保證上限，香港金管
局17日兩度出手，共向市場沽出
30.07億港元（港元，下同），令
銀行體系總結餘增加至1,265.37
億元。另外，港元拆息走低、京
東暗盤表現理想、美股企穩等，
都有助17日大市氣氛。恒指再升
137點，收報24,481點，惟成交
縮減至 1,046 億元。市場人士
指，投資者目前觀望中美在夏威
夷的會談結果，以及北京市疫情
發展，料股市暫只會窄幅波動。

1個月拆息連跌14日
國指 17 日升 0.4%報 9,909

點，友邦及滙控支持大市，友邦
升1.8%，已推升恒指約44點，
滙控宣布中期裁減 3.5 萬個職
位，也帶動股價向好。
分析師指出，港元偏強有利

金融股表現，金管局17日就兩
度入市，港元同業拆息(Hibor)走
低，其中1個月Hibor連續跌14
日，創2017年1月以來的最長連
跌紀錄。

李嘉誠再三增持長實
長和系始創人李嘉誠及主席

李澤鉅再增持長實，二人透過李
嘉誠基金會旗下公司，於6月11
日、12日及15日，以平均價每
股 46.47 元、 45.28 元及 45.95
元，共購入長實165.65萬股。增
持後，李嘉誠持有長實的股權，
由35.12%增至35.17%；李澤鉅
持股由35.19%增至35.23%。

疫情回升 醫藥股彈升
此外，中美展開對抗新冠肺

炎疫苗的研發競賽，加上北京市
疫情回升，刺激醫藥股彈升。其
中國藥同系的公司，表示其研發
的疫苗有新進展，國藥17日飆
升 9.2%。另外，康哲亦升一
成，綠葉及四環亦升逾8.2%及
7.2%。
生物科技亦向好，中生升

4.7%，是升幅最大藍籌股。花
旗首予復宏漢霖“買入”評級，
目標看58元，復宏漢霖破頂，
收市大升7.3%。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祈耀年表示，面對盈利下滑，且經濟預估顯示未
來將面臨挑戰，該行不得不恢復裁員計劃。

資料圖片

■■陳家強相信陳家強相信，，香港將繼續成為協助內地香港將繼續成為協助內地
吸納外資的橋樑吸納外資的橋樑。。 記者馬翠媚記者馬翠媚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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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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央社）武漢肺炎疫情未止，國內確診
患者達445人。台大醫院今（6/18）慶祝武漢肺
炎重症患者康復出院，50多歲患者A先生患病
後病情惡化，經使用呼吸器、葉克膜超過1個月
，收治加護病房47天、住院75天均為所有患者
最高紀錄。台大醫院表示，患者可以說是 「一
腳踏進鬼門關」，經醫護團隊努力 「與閻羅王
拔河比賽，成功把患者拉回來」。

戰勝武肺的患者A先生說，他有3個感謝，
第一個是感謝第一線醫護人員，把他從鬼門關
搶救回來；第二個是感謝負壓及加護病房的醫
護人員，感謝把他當作是家人看待，醫護人員
個個都是英雄；第三是謝謝家人、孩子、同學
、好朋友等，所有的集氣、加油，他都收到了
， 「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A先生說，他整個昏迷將近快要30天，坦
白講，他以為 「他自己曾經跑去哪邊」，如果
以答案來講，比較輕鬆的說 「他可能是回火星
上了」。他說，從心臟停止到現在坐到這裡，
真的很感謝台大，而出面說明的原因，是醫護
人員讓他太感動了，特別是從負壓病房出來後
，所有的醫護人員站在病房的走道上說， 「你
可以的、你要加油」，讓他覺得出院前一定要
出面感謝醫護人員。

據台大統計，自今年1月23日收治首例武
肺患者至今，共收治17名患者，其中3人併發
呼吸衰竭重症患者，目前所有患者均出院返家
且在門診追蹤。

台大醫收治17例 A先生病情最嚴重
據統計，武肺疫情期間，台大共收治符合

傳染病通報個案404人，擴大篩檢及疑似通報個
案有1575人，合計近2000名個案，而自今年1
月23日收治首例武肺患者至今，已收治17例確
診，其中3人併發呼吸衰竭重症患者，目前所有
患者均出院返家，且在門診持續追蹤。

台大副校長、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專家
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說，台大醫院收治17名
確診患者，9 男 8 女，年齡介於 22 歲至 71 歲，
平均中位年齡45歲，其中輕症占47.1%、重症為
17.6%，輕度及中度肺炎為35.3%，相較於全國
個案7成都是輕症患者，22%為輕、中度肺炎，
8.3%是重症患者，分析顯示該院收治的重症患
者居多。

張上淳指出，17名患者治療中，7名曾接受
「瑞德西韋」治療，8名用奎寧類藥物，1名為

使用抗細胞激素風暴藥物。此外，張說，在台
大醫院檢驗醫學部教授張淑媛的努力下，從全
國第二例確診患者身上培養出全國第一株新冠
病毒的病毒株，也是全球第四個分離出病毒株
的實驗室，協助政府完成檢驗1.1萬多個檢體。

今天出席活動的病患A 先生是武漢肺炎疫
情以來，病情最為嚴重的患者，使用葉克膜33
天、呼吸器37天，收治加護病房更長達47天，
至今住院已達75天，均為全台所有住院患者的
最高紀錄。

張上淳指出，患者可以說是 「一腳踏進鬼
門關」，靠著醫護團隊努力 「經與閻羅王拔河
比賽，終於把患者成功拉回來」。

與閻王拔河成功 A先生肺部纖維化、換氣
功能受損

收治患者的台大醫院內科加護病房主任古
世基表示，A先生3月底出現腹瀉、全身無力、
肌肉痠痛，先於他院就醫，而被確診罹患武漢
肺炎，但治療期間肺炎快速惡化，於4月4日接
受插管治療，後經台北區傳染病防治醫療網指
揮官張上淳同意轉至台大醫院救治；A先生有吸
菸、高血壓及癌症病史，轉至該院時已心臟休
克、呼吸衰竭、腎衰竭，以及肝臟與血液問題
，就是武漢肺炎重症高危險群。

古世基指出，患者轉至該院當天為清明連
假，因肺炎來勢洶洶，先後出現休克、低血氧
等問題，醫療團隊即決定使用葉克膜，且患者
此時體內已出現細胞激素風暴及腎衰竭，因此
再同時使用抗細胞激素風暴藥物及洗腎治療。

此外，古世基說，經努力救治，患者於5月
8日移除葉克膜，5月11日成功脫離呼吸器，而
轉至一般病房持續照顧，但經電腦斷層及肺功
能評估顯示，患者雙側肺葉有因嚴重肺炎引發
纖維化現象，且肺部換氣功能嚴重受損，患者
於拔管後，立即安排心肺復健，讓患者原先從
床上起身都非常辛苦，經過1個多月復健，現在
已可步行、上下樓梯。

古世基表示，A先生目前肺功能評估比同年
齡層減少3成，氧氣交換能力為同年齡人5成，
往後要持續心肺復健，應還有進步空間。

另古世基認為，台大經過SARS疫情，已經
建立防疫想法、措施，並靠著醫療團隊齊心合
作讓患者康復；他表示，醫療團隊照顧，包括
感染、免疫、內科、營養、復健、護理團隊等
協助，甚至在加護病房暴露感染風險下，醫護

人員組成 「拍痰團隊」，每2人1組，每2小時
為病患拍痰、翻身，緩解肺炎感染情形。

感謝醫護人員 「個個都是英雄」
患者A先生說，他有3個感謝，第一個是感

謝第一線醫護人員，把他從鬼門關搶救回來；
第二個是感謝負壓及加護病房的醫護人員，感
謝把他當作是家人看待，醫護人員個個都是英
雄；第三是謝謝家人、孩子、同學、好朋友等
，所有的集氣、加油，他都收到了， 「謝謝大
家、謝謝大家」。

A先生說，目前一切恢復都很順利，他患病
後有30天呈現昏迷，以為自己去了某個地方，
但他從心臟停止到現在坐到這裡，真的很感謝
台大，而出面說明的原因，是醫護人員讓他太
感動了，特別是從負壓病房出來後，所有的醫
護人員站在病房的走道上說， 「你可以的、你
要加油」，讓他覺得出院前一定要出面感謝醫
護人員。

A先生認為，住院期間印象最深刻的是，葉
克膜使用33天，當醫護人員拆除葉克膜後一起
合照，心想過程應該是非常順利，也衷心希望
正在住院的患者一定要加油、撐下去，台灣的

醫療水準非常好。
至於醫療費用部分，古世基說，A先生整體

醫療費用約有上百萬元；張上淳則說，治療、
照顧等部分均有健保給付，而檢驗、隔離病房
等費用也由疾管署公務預算支出；A先生則開玩
笑說，希望台大可以打個折。

鬼門關前走一遭 旅行業同行都替他開心
據了解，該名患者 A 先生是北市某家旅行

社主管，3月時與從印尼返台的同業友人喝咖啡
，友人傳出確診後，該名旅行社主管也染疫，
一度情況危急，住進加護病房並裝上葉克膜，
如今順利從鬼門關前被救回，旅行業得知消息
後都替他感到開心。

有不具名旅行業者表示，的確已聽說該名
旅行社主管早已脫離葉克膜，武漢肺炎病情已
經好了，大家都很替他開心。

該染疫主管任職的北市某旅行社人員透露
，該名主管確診後，因為不知道還需要診治多
久，為避免給旅行社帶來困擾，該名主管事後
主動向旅行社提出辭呈請辭，現在已經離開旅
行社，最近並無他的訊息，如今知道他已經痊
癒，很開心，也祝福他。

【75天戰勝武肺】心臟驟停接葉克膜
他康復回憶 「昏迷30天以為去火星」

（中央社）武漢肺炎疫情趨緩，為活絡經
濟，中央日前推出振興券（三倍券）盼刺激消
費。台北市長柯文哲財政大將、市府副祕書長
陳志銘今（6/18）表示，振興券使用期限到年
底，並不會因此讓民眾產生更多消費，充其量
只滿足原本的剛性需求，應把振興券使用期限
限縮在兩個月內才有實際效果，這次的振興方
案與其說是 「強心針」，他認為更像是一帖
「安慰劑」。

陳志銘與北市產發局長林崇傑、觀傳局長

劉奕霆、資訊局長呂新科等人，今下午舉辦與
媒體有約活動，暢談疫情相關議題。陳志銘坦
言，這次中央振興方案可用到年底，換算下來
，一個月只會多出500元的支出，最多只能滿足
民眾的剛性需求，不會因這些方案有更多消費
。

三倍券使用期限拉太長 陳志銘：不會催
出額外消費行為

陳志銘強調，如果現在政府丟3千塊出來，
然後又要民眾在一個星期內消化掉，這樣才能

額外刺激出新的消費，民眾才會比平常做出更
多額外的消費行為。他舉例，有些人平常不會
吃大餐，因為那本來就不是剛性需求，但因為
有急迫性，所以可能會為此多吃一頓大餐，或
是多買一件衣服、一件家電。因此他認為，若
要達到效果，消費券使用期限應該縮短，最多
也只能拉到兩個月期限。

如今政策即將上路，北市府配合中央順勢
推出敬老卡、愛心卡加碼一千的 「福利」。陳
志銘坦言，北市府的方案與其講說要刺激消費
，倒不如說是剛好利用這個機會打造無現金的
使用習慣。他指出，目前敬老卡是無現金載體
，加上長者多數還是習慣用現金，希望藉此改
變大家的習慣。

現金也可能沾上病毒 北市府：順勢對長
者推動無現金消費

由於疫情未來仍有機會反撲，陳志銘表示
，改變這樣的習慣（使用現金）是很重要的事
情，因為研究都顯示，現金是病毒可以存在的
載體，減少現金使用就等於減少接觸病菌的機
會。

北市府也利用這次機會強化鄰里數位基礎
建設。過去長者參加鄰里活動，還是習慣用筆
填寫報名表、簽名，這也造成病毒傳遞的機率
，這些都是未來要改變的生活習慣，所以與其
說北市府加碼，倒不如說北市府開始讓長者習
慣用這張卡片，這也是大家與疫情共存的概念
。

根據市府統計，目前敬老卡一共發出45萬
張，但陳志銘坦言，目前實際流動、使用的只
有26萬張，市府的目標就是希望把另外19萬也
逼出來，本周六（6/20）市府將舉行記者會，
由市長柯文哲親自公布靠卡、加碼等措施。至
於是否考慮學生卡也提供加碼措施？陳志銘說
還在討論，目前無確切答案。

北市商圈振興方案金額僅1億元 觀傳局：
若不夠再考慮加碼

北市昨天公布商圈振興方案，但檢視相關
內容幾乎都是抽獎活動，加上金額僅1億元新台
幣，遭外界質疑效果有限？觀傳局長劉奕霆表
示，第一波方案到8月底，如果真的不夠，後面
「可以考慮加碼來做」，到時候會針對相關消

費情形再做討論。
由於疫情趨緩，陳志銘也宣布，市府將舉

辦 「後疫情時代產業轉型論壇」，議題會以民
眾有感的項目為主，並討論未來3年內可能實現
的措施；目前市府暫定將舉辦9場論壇，前面4
場已經定案，地點為文華東方酒店，屆時現場
僅開放50到100人，其餘將提供線上直播。

論壇4場確定場次，分別是7月6日產發局
「台北疫情後經濟轉型」論壇、7 月 24 日體育

局 「後疫情時代運動產業轉型」論壇、8 月 11
日觀傳局 「後疫情時代觀光旅遊新模式」論壇
與8月20日教育局 「後疫情時代教育產業發展
」論壇。

【三倍券】期限半年難催額外消費 北市批：中央版僅是安慰劑非強心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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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

（中央社）鎮瀾宮大甲媽回鑾，今天彰化警方不敢大意，彰
化分局佈署454名警力，其中回程鬥毆熱區如大埔路、永樂街天
后宮等地，除隨轎警力40人，另加派警力120名，還有80名義
警民防協勤，加強警力戒備，員警也準備束帶、防護行噴霧、甩
棍，要隨時透過強勢警力壓制，而永樂街商圈，昨晚就已超前佈
署，淨空封道，準備迎接大甲媽回鑾。今天下午由彰化縣警局長
方仰寧親自坐鎮指揮下，花了約1小時平順走完大埔路段。

大甲媽鑾轎約晚間近6時許進入以往常發生鬥毆的彰化市大
埔路熱區，在彰化縣警局長方仰寧親自坐鎮下，約1小時平順走
完，接著進入彰化市區華山路、中正路、民族路、永樂街等，晚
間8時許，順利進入永樂街內媽祖天后宮，比表訂行程提早1個
半小時，只有在花壇鄉接大埔路段稍微延遲。

大甲媽祖鑾轎今天上午8時28分許停駕員林市福寧宮，停駕
2.5小時，起駕前1小時開放讓信徒鑽轎腳。以往因人潮眾多，大
甲媽鑾轎行程不斷延遲，停駕時間短，有信徒說，今年停駕時間
「超級長」，簡直破紀錄。因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員林市區並

未像往年一樣人山人海，但還是有不少排隊等躦轎腳的民眾向隅
，只能虔誠雙手合十向敬拜媽祖。

大甲媽遶境回鑾彰化縣長王惠美、員林市長游振雄等今天都
前往員林福寧宮接轎，今年因疫情讓參加人數減少，不過，也讓
鑾轎行進相當順利，幾乎都能提早抵達各宮廟，大甲媽鑾轎今天

上午提早1小時抵達福寧宮，廟方在信徒熱情請託
下，約10點左右開放讓民眾鑽轎腳，原預計10點
半起駕，延至11點，停留2.5小時。

去年大甲媽回鑾抵達員林市時，中山路、光明
街等幾乎被人潮擠爆，員林火車站進出旅客還創下
破4萬人紀錄，今年雖然人較少，但因排隊人潮太
多，還是有不少排在後面的民眾向隅，廟方趕緊以
擴音器請大家雙口合十敬拜取代躦轎腳，並讓鑾轎
順利北上。

員林分局長洪文宏表示，鑾轎行經周遭路口均
進行交通管制，車輛改道也加派警力引導，除維持
交通順暢，也維護神轎安全，今天員林地區狀況井
然有序，很感謝民眾配合。

下午鑾轎經大村鄉行經花壇鄉，約6時左右到
達過去常發生鬥毆的一級戰區大埔路，比表定時間
延遲了近2小時，彰化警方也嚴加戒備，由於大甲
媽鑾轎去程時，在彰化分局轄區花壇鄉發生口角事
件，隨後演變成施姓男子率人追到大村鄉，追打大甲媽鑾轎陣頭
36執士團，也讓大甲媽此行0暴力破功，彰化警方今天出動大批
警力，每名員警身上也都帶著束帶，也用大聲公沿途宣導，有暴
力狀況將立即逮捕。

而今天大甲媽回鑾，坐鎮 「交接轎」鬥毆熱區指揮的縣警察
局長方仰寧，下午也傳出升任警政署警政委員的消息，因此這也
是方仰寧最後一次以縣警察局長身分，指揮彰化縣大甲媽遶境維
安及交通疏導行程。

【【大甲媽回鑾大甲媽回鑾】】遶境隊伍前進彰化鬥毆熱區遶境隊伍前進彰化鬥毆熱區

方仰寧坐鎮方仰寧坐鎮11小時平順走完小時平順走完

（中央社）全球還在對抗武肺病毒之際，中國又在今年4月
底傳出沿海蝦子感染 「十足目虹彩病毒」，造成蝦子大量死亡，
農委會於5月22日公告 「十足目虹彩病毒之指定輸入應施檢疫物
及檢疫措施」並於5月8日至21日主動監測白蝦、泰國蝦及螯蝦
共計103場；截至6月17日止，7縣市共檢出12場螯蝦、3場白
蝦、1場草蝦為十足目虹彩病毒陽性。目前清除螯蝦成蝦約1萬
1099.724台斤、蝦苗297萬3102尾。

農委會今召開記者會說明，副主委黃金城表示，十足目虹彩
病毒是殺傷性很強的病毒，能讓一池子80%的白蝦感染而死亡，
但該病毒非人畜共同傳染病、非世界動物衛生組織應通報疾病，
也非我國法定動物傳染病，過去家畜衛生試驗所啟動監視，但檢
測是針對白蝦，沒檢測螯蝦類，因此一個多月前啟動檢測計畫。

黃金城說，該病於2014年12月首次發現於中國，至2019年
擴及沿海11個省份，造成80%養殖蝦死亡，又以白蝦、泰國蝦最
為嚴重；而台灣養殖狀況，白蝦養殖戶數5782戶產值近16億元
、泰國蝦戶數1677戶產值20.4億元、螯蝦34戶產值3719萬元，
若加上草蝦，全國養蝦產值破40億元，是我國重要經濟產業；
其中泰國蝦、螯蝦蝦苗都是國產，白蝦蝦苗自行供應僅60%，其
餘40%從泰國、印尼、越南進來。

農委會採樣超過130場，包含62場白蝦場、泰國蝦38場；
螯蝦場則全面清查34場，其中螯蝦4場停養或改養，5場待採驗
，已採25場；截至6月17日12場螯蝦、3場白蝦、1場草蝦確診
，分布於新北市、新竹縣、南投縣、雲林縣、高雄市、屏東縣、
宜蘭縣共7縣市，確診場回溯清查種蝦場是安全的。

螯蝦遭染無症狀 已銷毀成蝦約1.1萬台斤、蝦苗297萬多
尾

這12場螯蝦場啟動清除，螯蝦雖無症狀，但病毒遇到其他
蝦種，損失會擴大，目前還有3場待清除，目前清除螯蝦成蝦約
1萬1099.724台斤、蝦苗297萬3102尾；農委會的銷毀補償條件
為螯蝦成蝦每台斤補償240元，蝦苗每尾補助1元，由農委會全
數負擔。

黃金城強調，清除後池子不建議回養蝦蟹類，因為池子底下
可能有小蟹打洞在裏頭，不見得能消毒完全，由於該病毒不會傳
染給魚，建議轉養魚類。

家畜衛生試驗所生物研究組組長涂堅表示，根據國外報告，
染病白蝦的腸胃會是空的，不會是黑的，肝胰腺也會變白，因壞
死會長纖維組織，類似肝硬化，有時蝦體會變成紅色。

這個病毒的基因僅中國大陸上傳到基因庫上，台灣與中國的

病毒基因序列100%一樣，但無法用此判斷就是中國傳來；至於
病毒從何而來？黃金城說，病毒如何入台，目前沒有證據，可能
是從蝦苗、生物餌劑等。

此波蝦瘟會否影響市售蝦價？農委會：尚無影響
此次蝦瘟是否影響市面上白蝦、螯蝦等的價格？農委會表示

，目前還無影響，因現在影響程度仍有限，檢驗很多蝦場後發現
，多數蝦場是健康的，民眾可安心食用，不必因此恐慌。

家樂福表示，其賣場多是進口蝦，唯一一款台灣產銷履歷白
蝦是早前冷凍的白蝦，因此不會調整價格，履歷白蝦價格250公
克118元、500公克299元。全聯表示，其販售的白蝦透過台南、
嘉義產區養殖戶供應，據了解後，未感染此次病毒，商品供應正
常，同時透過契作，價格無特別調整，白蝦一盒250公克88元。

在嘉義布袋飼養白蝦5年多的漁家樂無毒蝦養殖場老闆劉明
輝表示，飼養面積8公頃、年產量約3萬斤，因其白蝦是有產銷
履歷的，大隻的1台斤零售價約400至500元，小隻約200多元，
目前價格是平穩的；若無產銷履歷的價格約180至200元。

劉明輝也說，若全台感染病毒，恐使蝦子全面死亡，就會造
成價格高漲，至於漲多高，無法預估，另政府是對蝦子做檢測，
卻未檢測池裡的泥土，若泥土殘存病毒復養後也可能全軍覆沒。

中國蝦瘟入侵！台7縣市16蝦場受害 銷毀近300萬尾蝦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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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贈書休士頓大學佛光山贈書休士頓大學
推廣佛教藝術與文化推廣佛教藝術與文化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朱經武夫人朱經武夫人，，休士頓大學圖書館館長休士頓大學圖書館館長Lisa A. German,Lisa A. German,朱經武博士朱經武博士，，如如
常法師常法師，，辜懷箴督導辜懷箴督導，，妙光法師妙光法師，，佛光山中美寺監寺覺法法師及僑界佛光山中美寺監寺覺法法師及僑界

人士出席人士出席 「「佛光山贈書休士頓大學活動佛光山贈書休士頓大學活動」」 。。

佛光山於佛光山於66月月2626日贈送休士頓大學日贈送休士頓大學 「「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
典典」」 中文版及英文版中文版及英文版。。如常法師如常法師（（左七左七），），妙光法師妙光法師（（左八左八
），），佛光山中美寺住持覺法法師佛光山中美寺住持覺法法師（（左九左九），），朱經武博士朱經武博士（（右右
五五），），趙辜懷箴督導趙辜懷箴督導（（右三右三），），佛光山趙旭會長佛光山趙旭會長（（左一左一），），

朱經武夫人朱經武夫人（（左四左四））及中外僑界人士與會及中外僑界人士與會。。

朱經武博士朱經武博士（（前右一前右一））出席出席 「「佛光佛光
山贈書休士頓大學活動山贈書休士頓大學活動」」 並提問有並提問有

關的問題關的問題。。

佛光山中美寺趙辜懷箴督導介紹佛光山中美寺趙辜懷箴督導介紹
「「20192019中美文化講壇中美文化講壇」」 ，，歡迎大家踴歡迎大家踴

躍參與躍參與。。

佛光山於佛光山於66月月2626日贈送休士頓大學日贈送休士頓大學
「「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 中文版中文版
及英文版以及佛光出版社英文書籍及英文版以及佛光出版社英文書籍。。

休士頓大學圖書館館長休士頓大學圖書館館長Lisa A.Lisa A.
GermanGerman致詞表示感謝之意致詞表示感謝之意。。

妙光法師妙光法師（（一左一一左一），），佛光山中美寺監佛光山中美寺監
寺覺法法師寺覺法法師（（一左二一左二）、）、趙辜懷箴督導趙辜懷箴督導
（（一左三一左三），），如常法師如常法師（（一左四一左四），），如如
悟法師悟法師，，朱經武博士中外僑界人士參加朱經武博士中外僑界人士參加

「「佛光山贈書休士頓大學活動佛光山贈書休士頓大學活動」」 。。

朱經武博士朱經武博士（（一左三一左三））及中外僑界人及中外僑界人
士出席士出席 「「佛光山贈書休士頓大學活動佛光山贈書休士頓大學活動

」」 。。

休士頓大學圖書館館長休士頓大學圖書館館長Lisa A. GermanLisa A. German
（（前左一前左一），），佛光山中美寺住持覺法法師佛光山中美寺住持覺法法師
（（前左二前左二），），趙辜懷箴督導趙辜懷箴督導（（前右三前右三））及及
佛光山中外代表們聆聽如常法師說明佛光山中外代表們聆聽如常法師說明 「「世世
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 十大特色十大特色。。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右右
））說明說明 「「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
做為學術做為學術、、博物館博物館、、書籍書籍、、旅遊等的旅遊等的
重要參考重要參考。。贈書計畫提供與不同學術贈書計畫提供與不同學術
機構合作的機會機構合作的機會。。人間佛教研究院副人間佛教研究院副
院長妙光法師院長妙光法師（（左左））協助英文翻譯協助英文翻譯。。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右右
））於於66月月2626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在休士頓大時在休士頓大
學學M.D. AndersonM.D. Anderson圖書館向與會人士圖書館向與會人士
介紹介紹 「「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 ，，
人間佛教研究院副院長妙光法師人間佛教研究院副院長妙光法師（（左左

））協助英文翻譯協助英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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