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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據路透社報導指出，秘
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在記者會表示，WHO於18日獲報新增
超過15萬起新冠病例，為大流行以來單日
最高增幅，其中將近一半病例來自美洲，
而南亞和中東通報的病例也占大宗，藉此
敦促各國政府與民眾保持高度警覺，並表
示 「全世界正處於新的危險階段」。報導
指出，截至 19 日為止，目前全球已有 853
萬人確診新冠病毒、45萬人死亡。

美國疫情有復燃跡象，至20日中午，
累計近 230 萬確診，12 萬人死亡，確診和
死亡人數均居世界首位。全國50州有20多
州的每日確診人數持續增加，其中佛州單
日新增近 4000 例、亞歷桑納州更多了逾
3200例，紛紛創下單日確診新高。

擔心疫情可能再次擴大，亞歷桑納州
鳳凰城與土桑市強制民眾在公共場合必須
配戴口罩。佛州州長德桑提斯（Ron De-
Santis）及德州州長艾博特，將病例激增歸
咎於州內移工以及檢測人數增加。不過專
家警告，如果看到某個地方確診病例出現
50%或150%的增加，那不是因為檢測量變
多，而是社區傳播導致的新增案例。

美國20個州的新冠肺炎疫情均出現捲
土重來跡象，亞歷桑那州、佛羅里達州、
加州、內華達州、北卡羅來納州、奧克拉
荷馬州、德州等7州在19日的單日確診病
例均創下新高。美國過敏與感染疾病中心
主管佛奇對疫苗研製抱持樂觀態度，不贊
成再封城，但拒絕透露重開邊境的時間表
。

全球疫情進入新危險階段全球疫情進入新危險階段
美疫情有復燃跡象美疫情有復燃跡象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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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晨德州休斯敦陰雨不停，窗外刮起微風
，疫情未竭，令人憂心。

明天就是父親節，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
中，對自己的父親可能有不同之感受的人生經
驗，但是父親在每個人的生命中永遠有其不可
磨滅的記憶，不幸的是，許多人可能在出生時
，父親早已離家或不知去向。

今天我們的社會變化，造成許多單親及不
幸之破裂家庭，許多單親媽媽依靠社會救濟，
在沒有父親之情形下把孩子拉拔長大，許多孩
童有些連自己生父也從未謀面，這也是我們當
前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但是我們絕大部分的
人對自己的父親仍然有深刻的記憶和影響。

我的父親可說是英年早逝，六旬過後即離
開我們，主要是他生長在大動亂時代，年輕時
離開家鄉遠走異域，生活和心理上的打擊加上
內向之性格，在他的人生戰場上，始終有懷才
不遇的遺憾。

在我的孩提時代，有天我見到父親在家中
准備了一桶用米熬成的水漿糊，地上鋪有白布
，他要我幫忙拉直，于是他用棉花團粘下漿糊

，在布上塗寫了一個大喜字，並加上百年好合
四個大字， 寫妥後再塗上紅色土漆，完工後一
幅秀麗挺拔的大型賀儀大布條，令我們都露出
了成功的微笑，在我幼小的心中，對父親之書
法和才華十分震撼 ，在我幼年成長之時代，父
母因國內戰亂，他們得離鄉背井，遠走他鄉，
但是父親對自己故有文化從未忘懷，每天就寢
前都在床上閱讀當天的日報， 渴望得知天下事
，我總是躲在其背，窺視他手中之報紙，並不
時請教些內容，常常就在報紙堆中進入夢鄉。

數年後在父親的安排下，我幼小年紀就離
家到城裡上學，當他把我學校安排妥當要離去
時，我們都非常不捨，我抱住他痛哭，這是我
生平首次嚐到和親人離別之苦痛。

從此我和父親相處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少，
數十年來，在學業和創業的奮鬥曆程中，總是
定期接到父親以挺拔秀麗的毛筆寫下的家書和
勉勵家訓，多年來父親的親筆信已經是我人生
之座右銘。

時過境遷，父親早已離開數十載，我們非
常慶幸逃過上一代之戰亂，母親和姐妹兄弟們
都能禀持家訓，在媒體傳播事業上爲社會盡力
做出些微貢獻，也不負父親多年對我們的期望
。

數十年歲月彈指即逝，今晨再次目睹懸挂
在璧的父親墨寶和勉勵，似乎又見到他的身影
，令我黯然淚下。

父親，你在天國安息吧。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66//2020//20202020

This Saturday morning there is a light rain falling in
Houston, Texas. We are still worried about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spreading out into our
community. The county government will now
enforce the mask rule requiring all residents to
wear their masks when they are out celebrating
Father’s Day. Everybody in their life has had
different experiences with their dad. Unfortunately,
some people were born without knowing their
father, or they were raised with a single parent.
This also has become one of our big social issues.
And many have come from broken families.

My dad passed away when he was just in his 60’
s. Because in his generation they were
experiencing war, they had to leave their
hometowns and go to foreign lands and fight for
survival in a different culture and lifestyle. My dad
didn’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use his talents. But
he always wanted the next generation to have a
better future.

When I was a kid, I saw my dad use cotton and
starch to write on a big piece of cloth that was two
feet wide with Chinese words printed in a bright red
color. This banner was handed out on the street or
at wedding parties. In my heart I felt that my dad
was such a great artist and calligrapher. As a kid, I
would hide behind my dad’s back and try to read
the newspaper with him. I would ask him questions
about current events until I fell into sleep.

Many years later my parents arranged for me to
attend a middle school in a nearby city so I could
get more education. I remember when my dad
would leave me at the school, I would hold onto

him and cry. I didn’t want him to leave.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I really experienced the love of my
family.

For almost the next half century I was by myself,
either in school or struggling in my business world.
During that time, I was not able to spend too much
time with my dad, but he always wrote me letters
with beautiful brush calligraphy to try and
encourage me to fight for future.

My dad left us many years ago, but I still hang his
calligraphy writings on the wall. Today I looked at
that beautiful paper again, especially now before
Father’s Day. I felt so touched and just cried
again.

In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my whole family,
including my wife, my brother and sisters, are all in
the media business, trying to be of service to the
society. We all think Dad should be very happy and
proud in heaven that we have accomplished his
dream that he was not able to finish in his lifetime.

Happy Father’s Day. We all need to cherish what
we have today.

Coronavirus DiaryCoronavirus Diary
Celebrating FatherCelebrating Father’’s Day ~ Remembering My Dads Day ~ Remembering My Dad懷念與追思懷念與追思---- 寫在父親節節前夕寫在父親節節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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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肉類工廠相繼暴發疫情歐美肉類工廠相繼暴發疫情
食品安全有保障嗎食品安全有保障嗎？？

（綜合報導）近日，英國三家肉類加工廠接連
暴發新冠疫情，近百名職工確診。德國最大肉類加
工企業也發生聚集性感染事件，截至當地時間6月
18 日晚，至少有 730 名員工確診。上個月，美國
170家肉類加工廠發現新冠病例，與之相關的確診
人數過萬。

這些肉類工廠都是當地大型超市和快餐連鎖店
的直接供貨商，暴發疫情不僅對市場肉類供應造成
影響，更是引發歐美民眾對食品安全的擔憂。

食品和食品包裝會不會傳播病毒呢？ 6月19日
下午，在北京市第126場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
上，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微生物實驗部主任
李鳳琴表示，食品和食品包裝有可能被病毒污染，
並傳播病毒。病毒污染的環節有很多，只要環境被
病毒污染，在該環境中存放的包裝和材料就可能被
污染。
德國最大肉聯廠感染人數持續上升

據德國《每日鏡報》報導，德國最大肉類加工
企業通尼斯集團發生聚集性感染事件，該企業安排
全部5300多名員工進行新冠病毒檢測，感染人數持
續上升。截至18日，已經出爐的1106份檢測結果
中，730份結果呈陽性。與工廠相關的7000多人正
在隔離。

作為德國最大的肉類加工企業，通尼斯集團為
德國供應20%的肉製品。該集團發言人18日發表聲
明：“向工廠所在區域的居民致歉，將竭盡所能排除工廠內的病
毒隱患。”

據央視新聞報導，通尼斯集團的工廠尚未完全關閉，仍有工
人在加工肉製品並運往超市。通尼斯集團表示，完全關閉肉聯廠
可能需要兩週時間。此工廠所在的北威州居特斯洛縣已關閉所有
學校和日託中心。

針對疫情暴發的原因，通尼斯集團相關負責人對德國媒體
The Local表示，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工廠的低溫環境利於病毒傳
播，另一方面部分職工在5月節日期間往返東歐。

德國北威州從5月開始逐漸放寬防疫措施，當被問及工廠暴
發疫情是否與當地防疫不力有關時，北威州州長拉舍特說：“這
與德國當地放寬防疫措施無關，主要與工廠職工的居住及工作環
境有關。”

居特斯洛縣地方官員斯文-喬治•阿登納說，將分階段對相
關人員進行檢測。根據聯邦政府先前發布的“解封”指南，如果
某個地區一周內每10萬居民中的新增病例累計達到50例，當地
政府必須考慮重新實施嚴格的防控措施。肉聯廠疫情導致居特斯
洛縣越過了這條“警戒線”，但阿登納說該縣不會“封城”。

據德新社報導，北威州另一家肉類加工廠5月暴發疫情后關
閉，政府下令肉類行業企業須定期對員工進行新冠病毒檢測。時
隔1個月後，又有肉聯廠“中招”，北威州衛生部長要求全州肉
聯廠僱員及合同工再次接受檢測。

據中國海關總署網站消息，自6月17日起，中國海關暫停德
國1家豬肉屠宰及其分割、冷藏企業的產品輸華。德國官方主管
部門向海關總署通報德在華註冊的1家豬肉屠宰企業確認發生新

冠病毒聚集性感染。但是發布的公告中並未提及這家豬肉屠宰企
業的具體名稱。
24小時內，英國三家肉類加工廠發現確診病例

英國《每日郵報》18日報導稱，在24小時內，英國三家肉
類加工廠發現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其中兩家在威爾士，一家在西
約克郡，感染人數近百人。

當地時間6月18日，威爾士公共衛生部證實，位於威爾士安
格爾西島蘭蓋夫尼市的英國禽肉生產企業兩姐妹食品集團暴發新
冠疫情，已有58例確診病例，200多人正在自我隔離，560名員
工將全部接受新冠病毒檢測。

同日，位於威爾士雷克瑟姆的羅恩食品公司證實，該公司有
38名員工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該公司發言人表示，“沒有明確
的證據”表明新冠病毒已在工廠內傳播，但公司已與威爾士公共
衛生部門展開合作，通過追踪與檢測系統查找密切接觸者。

西約克郡克利克希頓附近的Kober公司18日在廠房外建起了
移動檢測帳篷，因為公司部分員工感染新冠病毒。當日工廠已緊
急關閉，正在進行全員檢測。

兩姐妹食品集團是英國最大的食品生產商之一，每天生產全
英約三分之一的家禽產品，是多家大型超市以及快餐連鎖店的雞
肉供貨商，其客戶包括肯德基、樂購、瑪莎百貨等。羅恩食品公
司和Kober公司均為英國多個超市和便利店供應肉類加工品。

三家肉類加工廠接連暴發疫情后，引發英國網友熱議，擔心
採購食品的安全。據BBC報導，英國食品標準局18日表示，新
冠肺炎是呼吸系統疾病，因此“通過食品感染病毒的可能性極低
”。

英國威爾士衛生部長沃恩•格辛表示，這次疫情暴發再次體

現了保持社交距離和和採取適當衛生措施的重要性。他補充說，
即使新冠病毒的傳播率降低，也沒有完全消失。
海外肉類工廠頻現疫情，中國海關對進口食品加強檢疫

在美國、歐洲、澳大利亞、巴西、加拿大，肉類生產工廠頻
頻成為聚集性感染暴發地，原因何在？

《連線》雜誌分析，肉類加工廠都存在人員密集的現象，基
本都有上千名工人在流水線工作，肩並肩站著，很難保持社交距
離。而且這一類工廠會保持低溫作業，防止肉類變質，而低溫環
境則使新冠病毒在人體外更易存活。

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化學工程師阿薩迪指出，研究
發現肉類工廠的風扇會加速飛沫傳播病毒。工廠內高速運轉的風
扇使空氣流通速度是常態下的百倍，即使工人保持2米社交距離
，也可能遭到飛沫感染。

美國疾控中心近期發布報告稱，由於肉類加工廠的工作節奏
非常快，工人呼吸急促，通常不會正確佩戴口罩，往往只遮住嘴
，把鼻子露在外面，而且還經常用手調整口罩，這將使感染風險
增加。

據美媒VOX報導，在大多數國家，肉類加工廠的職工通常
是低收入人群，很大一部分是外來移民，他們日夜工作，抵抗力
較差、居住環境堪憂，容易感染病毒。

在海外肉類加工廠頻現疫情的情況下，中國海關總署採取了
行動。海關總署網站消息顯示，2020年6月11日至17日，全國
海關對進口肉類、水產品、蔬菜、水果、水生動物、短時或低溫
運輸工業品等貨物及其包裝和操作環境取樣實施新冠肺炎病毒監
測，共檢測樣品32174個，其中貨物樣品8274個，內外包裝樣品
20833個，環境樣品3067個，結果均為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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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衛生當局嚴控抗生素藥品
購買者須憑處方購藥

綜合報導 日前，希臘衛生部宣布，當地時間11日起，在希臘藥房

購買抗生素必須憑醫生處方。泛希臘醫學協會(PIS)對這項規定表示歡迎

，並形容為“醫學界的勝利”，稱是用了大約50年時間才落實了這項規

定。

據報道，根據規定，從現在起，所有需要購買抗生素的人必須持

有電子處方，其中須說明服藥原因以及用藥劑量。在沒有電子處方

的情況下，也可以持有手寫處方購買抗生素，但手寫處方必須包含

電子處方裏的所有詳細信息，並且註明疾病名稱。

報道稱，事實上，要求憑醫生處方購買抗生素的法規自1973年起就

已經存在，但壹直沒有被嚴格執行。希臘衛生部長基基利亞斯在4月已

經提出嚴控抗生素銷售的條款，但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而給予3個月的

執行寬限期。

希臘是歐洲抗生素耐藥性最高的國家之壹，每年至少有1600人死於

由5種耐藥細菌引起的感染，非處方銷售和不當使用抗生素是導致這種

情況出現的主要原因之壹。

因此，近年來希臘醫學專家曾多次致信希臘衛生部，呼籲政府采取

行動禁止希臘藥店在沒有處方的情況下出售抗生素。此外，還要求希臘

藥店在壹段時間內存留顧客的處方，以便了解和掌握抗生素的去向和使

用情況。

放寬禁令後病例激增
土耳其衛生專家警告恐恢復宵禁

綜合報導 土耳其於1日放寬新冠防疫禁令後，單日通報病例數接連

激增。14日，衛生部長科賈警告應保持警惕。還有衛生部專家表示，若

病例激增趨勢繼續，可能恢復宵禁。

科賈在社交媒體發文指出：“康復病例數低於新增病例數，我們正

在背離目標。粗心大意的樂觀主義正是我們的弱點。樂觀的同時，我們

也要謹慎。”

據報道，3月底，土耳其單日通報確診病例數突破1000例，經歷高

峰期後，於5月30日，再降至1000例以下。

6月1日，土耳其當局解除大部分防疫措施，包括城際交通禁令全面

解除，餐飲業、體育場所、文化場所、休閑場所復業或重新開放，並且

不再實施周末封鎖令；1日也恢復國內航班，11日則開始有國際航班；

65歲以上、18歲以下公民禁足令也已解除。

但是解禁之後，境內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於6月12日再度突破1000

例，達到1159例，13日和14日分別達到1459例、1562例，出現病例逆

勢增長的情況。

據土耳其衛生部於14日公布疫情通報顯示，境內累計通報178239例

確診病例、4807例死亡病例，累計有151417例康復出院。

衛生部新冠病毒科學咨詢委員會鄂茲呂克(Tevfik Ozlu)受訪時

說，最近兩天新增病例顯著增加，“數字是叫我們更小心謹慎的

警訊。若繼續粗心大意，疫情改善的趨勢恐怕又會回復到壹場危

機。”

鄂茲呂克警告，如果民眾不遵守當局建議的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維持清潔衛生等防疫守則，可能會恢復防疫禁令。他還說：“如果(病

例激增的)趨勢繼續下去，得之不易的防疫進展恐毀於壹旦，可能再度實

施宵禁。”

烏幹達25歲著名銀背大猩猩遭殺害
4名嫌犯被捕

綜合報導 烏幹達布溫迪

國家公園內壹頭著名的25歲

雄性銀背大猩猩於本月初被

人殺害。烏幹達野生動物管

理局隨即展開調查，並逮捕

了4名嫌犯。

報道稱，這頭遇害的

大猩猩叫拉費基，是布溫

迪國家公園內“恩庫瑞古

大猩猩群” (Nkuringo Goril-

la Group)首領，深受全球遊客

的喜愛。

布溫迪國家公園園方本

月 1日發現拉費基失蹤，並

於第二天發現其屍體。烏

幹達野生動物管理局經調

查後，逮捕了 1人，並在其

家中搜出繩索、長矛和鋼

絲圈等。

這名嫌犯在接受審訊時

表示，他和另壹名偷獵者外

出打獵時，突然遭到拉費基

攻擊，出於自衛將其殺害。

該嫌犯還承認，曾與另外2名

嫌疑人分食野豬肉。

烏幹達野生動物管理局6

月12日發聲明稱，屍檢報告

顯示，拉費基被壹個尖銳的

物體刺穿了左上腹部，傷及

內臟，最終不幸死亡。

據報道，若4名嫌犯殺害

瀕危動物罪名成立，他們可

能面臨終身監禁或540萬美元

的罰款。

布溫迪國家公園於 1991

年成立，位於烏幹達與剛果(

金)接壤處。園內有 400多只

山地大猩猩，數量約占全球

壹半，吸引全世界大批遊客

到此。

大猩猩主要分布在東

非與西非兩大棲息地。雄

性 大 猩 猩 直 立 身 高 可 達

175 厘米，體重可達 175 公

斤，體型雄壯，大約於 12

歲成年後背部毛色會呈現

銀灰色，因而被稱為銀背

大猩猩。

英經濟因疫情經歷“至暗時刻”
分析：或將緩慢復蘇

綜合報導 英國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

的數據顯示，英國4月份國內生產總值

環比下滑20.4%，為1997年有月度記錄

以來最大跌幅。分析人士認為，隨著英

國政府5月中旬起逐步解除為應對新冠

疫情采取的封鎖措施，4月份應是英國經

濟跌到谷底的“至暗時刻”，今後將緩

慢復蘇。

數據顯示，服務業、工業生產和建

築業這三個英國經濟重要板塊4月份均

大幅下跌。英國國家統計局高級官員喬

納森· 阿索表示，4月份數據是“前所未

見的巨大下滑”，英國幾乎所有經濟領

域都受到新冠疫情打擊。

阿索說，制造業和建築業大幅下

滑，汽車和房屋建築業受到的影響尤

為嚴重。新冠疫情大流行也嚴重影響

英國與其他地區的貿易，英國的汽車

、燃料、藝術品和服裝進出口均大幅

下降。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

日前預計，在不暴發第二波疫情的情

況下，英國經濟2020年會下滑11.5%，

將成為發達經

濟體中受疫情

影響最嚴重的

經濟體。

經合組織表

示，英國經濟以

服務業為主體，

因此受封鎖措施

帶來的影響尤為

嚴重。此外，如

果英國與歐盟未

能簽署貿易協定

，將令英國經濟

雪上加霜。

經濟學家表示，面對嚴重沖擊，英

國經濟復蘇將艱難而緩慢。萬神殿宏觀

經濟學研究公司經濟學家塞繆爾· 圖姆斯

表示，盡管能源消耗和汽車行駛裏程等

數據表明英國經濟活動正在復蘇，但政

府封鎖措施仍讓大多數消費服務公司處

於停滯狀態，預計英國經濟反彈將是緩

慢的。

凱投宏觀英國經濟學家安德魯· 威沙

特認為，在經歷前所未有的深度衰退之

後，英國經濟正在重回正軌。但經濟大

幅下滑造成的財政成本上升以及疫情對

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才剛剛開始顯現。

英國商會經濟主管蘇倫· 蒂魯認為，

英國經濟“V形”復蘇可能性不大，因

為許多行業繼續以減產的方式運轉。他

說，酒店、休閑和旅遊等行業企業仍將

關閉壹段時間，需要政府支持以應對經

濟風暴。

法市鎮選舉第二輪拉開帷幕：
仍受疫情影響 競選活動受限

法國各地將開啟市鎮選舉

第二輪的競選活動，隨後定於

28日進行投票。受新冠疫情影

響，二輪投票與壹輪相隔3個

月之久，且受到諸多限制，形

勢或對現任市長有利。

競選活動受限制
法國於3月15日舉行了市

鎮選舉第壹輪投票。然而，受

新冠疫情影響，原本定於3月

22日的第二輪投票被推遲。

報道稱，為了防範新冠病

毒蔓延，法國政府對此次競選

活動采取了嚴格措施：不開會

，盡量不上門，戴口罩並保持

社交距離。

同時，競選活動將重點利

用社交網絡和媒體。在疫情較

輕的“綠區”，候選人可以舉

辦公共集會，但要限制人數。

截至目前，法國新冠累計

確診超過19.4萬例，累計死亡

近3萬人。

民調機構 OpinionWay 副

經理布魯諾· 簡巴特認為，這

次選舉缺乏往年選舉活動的

鼓舞動員，沒有“真正的競

選活動”，將打擊選民的投

票熱情。

形勢或對現任市長有利
報道稱，此前的市鎮選舉

兩輪間隔只有幾天，競選活動壹

般是持續兩周。但這壹次，現任

市長在健康危機期間有充分的時

間和舞臺展示自己，勢必影響

二輪投票選擇，也可能引起選

舉後人們對結果的質疑。

不過，除此之外，候選人

的權利與義務與之前的選舉類

似：所有城市中，投票站外都

設置了候選人的宣傳海報，其

它地點禁止顯示與選舉有關的

元素。所有候選人發送給選民

的宣傳手冊也是使用同樣的模

版。

6月 8日起，電視臺和廣

播電臺必須保證候選人及其支

持者發言時間的公平，相關數

據被上傳至高級視聽委員會，

後者監察實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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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國防部：
密切監視朝軍動向 為任何情況做好準備
綜合報導 針對近來朝鮮半島

局勢，韓國國防部表示，韓軍為任

何情況做好準備。

據朝中社消息，朝鮮人民軍

總參謀部發表新聞公報稱，朝鮮

軍隊保持了萬全的備戰狀態；將

研究派軍再次進入朝韓非軍事區

，並采取進壹步加強對韓軍事警

戒的措施。韓聯社等韓國媒體分

析稱，朝方所言重新部署兵力的

地帶，或為毗鄰韓國的開城和金

剛山地區。

韓國國防部發言人崔賢洙在記

者會上表示，嚴肅應對當前形勢，

韓美正密切監視和追蹤朝軍動向。

她稱：“韓軍在任何情況下都做好

了準備。”

崔賢洙說，遵守韓朝軍事協議

仍是韓方的基本立場，應持續努力

推動朝鮮半島和平進程。

2018年，韓朝首腦簽署《板門

店宣言》《9月平壤共同宣言》以

及軍事領域協議，宣布在邊境停止

壹切敵對行為。當年，雙方還互撤

部分警備哨所，並在共同警備區解

除武裝力量。

近日，朝鮮譴責韓國民間團體

向朝鮮散發反朝傳單，表示要把對

南工作全面轉換為“對敵工作”，

並宣布關閉位於開城工業園區的朝

韓聯絡辦公室、切斷朝韓之間壹切

通訊聯絡線。

對此，韓國政府表示，將依

法嚴懲散布反朝傳單行為，呼籲

韓朝繼續保持對話協商。據韓國

統壹部消息，統壹部次官徐虎 16

日前往韓朝邊境地區，視察韓方

應對和制止散布反朝傳單行為的

工作。

日本停止部署陸基宙斯盾
俄專家：怕激化與中俄關系

綜合報導 日本防衛相河野太郎當天

表示，將停止此前在秋田縣和山口縣推

進的陸上部署型導彈攔截系統——陸基

“宙斯盾”系統部署計劃。

河野解釋稱，目前還無法確保攔截

導彈發射後能讓助推器部分落在自衛隊

演習場或海面上，為確保周邊民房等設

施的安全，需要對硬件進行修改，考慮

到修改預計的成本和時間，日方將停止

部署計劃。

他在15日打電話給秋田、山口兩縣

知事，告知停止計劃程序壹事，並有意

近期前往當地道歉。他強調，日方“當

前階段將以宙斯盾艦來維持導彈防禦體

系”。

不過，俄羅斯專家認為，日方此舉

的真正原因是日本不願激化與中國和俄

羅斯的關系。

至於美方反應如何，日本廣播協會

（NHK）當天援引外務省官員的話稱，

“這是防衛省為了日本防衛做出的判斷

，美國也沒啥好說的吧”。不過另壹位

官員在接受采訪時稱，“如果不仔細向

美方說明，恐怕會對日美同盟跟特朗普

政府的關系造成惡劣影響。”

還有官員向時事通信社透露：

“我們會被美國討取巨額違約金，這

也將影響到美日間駐日美軍費用分擔

的談判。”

防衛省公布前並未與自民黨內部溝

通，自民黨相關議員表示強烈不滿。當

初在任上決定部署陸基宙斯盾的前防相

小野寺五典抗議：不好好說明理由的話

，我們難以接受。

據日本時事通信社報道，安倍政府

早在2017年12月就決定部署陸基“宙斯

盾”反導系統。由於部署地秋田縣和山

口縣的反對呼聲很高，因此政府壹直在

強調反導系統的安全性，其中壹條理由

就是系統能保證攔截導彈重達200多公

斤的推進器部分會準確地落在自衛隊演

習場內或者海面上。

為確保這壹點，日方壹直在同美

方協調，希望僅靠修改軟件就能達成

這壹點。但在今年5月，日方得知他們

不僅要修改軟件，還需要改裝發射裝

置等硬件設施，而改裝預計將花費數

千億日元和十幾年的時間。15日，河

野太郎緊急召開記者會，承認部署計

劃不夠成熟。

共同社指出，日方為部署陸基“宙

斯盾”迄今已花費1800億日元（約合人

民幣119億元），部署計劃實際上作廢

後，安倍政府的責任將受到追究。這體

現出日本安保政策的草率馬虎。

NHK則援引前日本海上自衛隊將

領香田洋二的話稱，準確控制推進器

下落地點，迄今為止還沒有在技術層

面上實現過，以防衛省定下的時間和

成本來看，想確保安全性很難。如

今部署停止，可以說是防衛省當初

不 聽 從 專 家 意 見 ， 過 分 堅 持 所 謂

“正當性”的後果，今後需要做壹個

全面的解釋。

不過，俄羅斯專家對日方此舉做出

了不壹樣的解讀。

俄衛星通訊社援引國防部國際軍事

合作總局前局長伊瓦紹夫上將的話稱，

“日本高層和專家清楚，部署‘宙斯盾

’系統將惹惱中俄兩國。日本完全不希

望激化與俄羅斯和中國的關系，因此我

認為，成本過高只不過是放棄美國系統

的借口，部署該系統未來有可能使日本

陷入危險。”

伊瓦紹夫還認為，日本放棄陸基

“宙斯盾”還與海基“宙斯盾”效果不

理想有關。他說：“朝鮮的導彈不止壹

次飛過日本，而已經部署的海基‘宙斯

盾’系統從未奏效。”

韓國 MBC 電視臺決定
解聘涉加入“N號房”博士房的記者

綜合報導 韓國MBC電視

臺決定解雇涉嫌加入Telegram

付費分享性剝削視頻“N號房”

博士房聊天室的壹位記者。

據報道，MBC電視臺 15

日召開人事委員會，決定解雇

加入“N號房”聊天室的壹名

記者，並通過當日播出的

“NEWS DESK”節目向觀眾

播報了這壹消息。

韓國警方調查發現，該記

者曾向經營“N號房”博士房

聊天群的趙主彬匯款，目前正

在調查相關情況。

MBC電視臺表示，在4月

末得知相關情況之後，電視臺

內就成立了真相調查委員會展

開內部調查，盡管上述記者自

稱加入聊天群是為了新聞調查

需要，但調查委員會未發現足

夠證據證明 。

預計該記者將申請電視臺

人事委員會重新審核，並對公

司的決定作出反駁。

韓國媒體不久前曝光系列

網絡性犯罪事件，統稱“N號

房”案。在即時通訊軟件Tele-

gram上開設的加密聊天室內，

非法拍攝的性剝削視頻和照片

被廣泛分享，只有付費成為會

員才能觀看。該平臺可設置私

密聊天、閱後定時刪除信息等

，支持虛擬貨幣交易。

“N號房”由多人運營，

其中最引發關註的是昵稱為

“博士”，實名為趙主彬的人

。他從去年起，上傳大量涉嫌

性犯罪照片，並勒索受害人。

趙主彬於3月25日被移送檢方

審查起訴。4月13日，檢方以

涉嫌14項罪名為由，對趙主彬

進行拘留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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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印軍兩月數次越線滋事
印方公然打破雙方軍長級會晤共識 但中方未有扣押印方人員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民黨
改革委員會兩岸論述組日前提出大陸政策建議
案，交由改革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

對此，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19日應詢表示，
我們注意到中國國民黨討論該黨大陸政策。需要強
調的是，儘管海峽兩岸尚未完全統一，但中國主權
和領土從未分割，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
從未改變。
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是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堅持“九二共
識”、反對“台獨”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
黨互信與交往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礎。多年來，
兩黨在此基礎上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增進
兩岸同胞利益福祉，取得積極成效。

她指出，當前兩岸關係形勢複雜嚴峻，希望
中國國民黨明辨是非，堅持積極的大陸政策，珍
惜和維護兩黨既有政治基礎，妥善處理兩岸政治
分歧，相向而行，與我們一道繼續為推動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增進同胞利益
福祉而努力。如果丟棄長期堅持的正確理念，背
離事關兩岸關係的基本原則，不僅會損害互信基
礎，而且會給兩黨及兩岸交流合作造成障礙。

另據中通社報道，經敗選檢討後，中國國民黨
19日公布兩岸新論述，提出“四大支柱”建議，未
包括“九二共識”，但肯定其過去的貢獻。新論述在
黨內引起不同意見，甚至質疑國民黨成了“小綠”。

“兩岸的問題已經夠複雜，不應該摻雜更多
因素。”華東師範大學兩岸交流與區域發展研究

所副所長包承柯說，“九二共識”非國共兩黨達
成的共識，而是兩岸當局的行政機構——海基會
和海協會在1992年達成的，是處理兩岸事務的
基礎。民進黨2016年上台後破壞這一政治基
礎，才使得兩岸關係有所變化。
包承柯說，不能否認，兩岸一直在“一個中

國”的框架裏處理彼此的分歧，即使國民黨要因
應新時代作出改革發展，也不能打破“一個中
國”的框架，在當下對兩岸論述作調整，未必對
國民黨有利。
他續稱，馬英九2008年上任後再次確認“九

二共識”，才有了往後兩岸和平發展的8年，希望
現在的國民黨，也能夠更加明確闡述“九二共
識”，兩岸之間才能有更多和平發展的機會。

國民黨提大陸政策建議案
國台辦：冀明辨是非堅持積極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9日上午，
湖南省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原中國
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黨組成員、副局長、
中國檢驗檢測學會原會長魏傳忠受賄案，對被告
人魏傳忠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
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對魏傳忠受賄所
得財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經審理查明：2001年至2019年，被告人魏傳

忠先後利用擔任北京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國家
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副局長及中國檢驗檢疫學會
會長的職務便利以及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
為相關單位和個人在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辦理、工
程招標及學會任職等事項上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
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23237344億元。

原國家質檢總局副局長
魏傳忠受賄1.2億囚終身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最高人民檢
察院官方微博19日發布消息，檢方依法分別對加拿大
籍被告人康明凱、邁克爾．斯帕弗提起公訴。
經依法審查，19日，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

分院以涉嫌為境外刺探國家秘密、情報罪，對加
拿大籍被告人康明凱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提起公訴。
經依法審查，19日，遼寧省丹東市人民檢察

院以涉嫌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對
加拿大籍被告人邁克爾．斯帕弗向丹東市中級人
民法院提起公訴。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9日回應記者詢問

時指出，關於康明凱案和邁克爾案，中方已多次表
明立場，中國是法治國家，中國司法機關依法獨立
辦案，同時依法保障有關加公民合法權利。他並指
加拿大記者關於“人質外交”的提問是“一個充滿
惡意的問題”，“我剛才已經把中方立場說得很清
楚了。你最好去問問加拿大政府什麼是‘人質外
交’。”

涉為境外刺探中國秘密
兩加拿大人被提起公訴

王毅：“帶路”合作逆勢前行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18日晚在北京主
持“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級別視頻會議。25
個國家的外長或部長級官員及世界衞生組織總
幹事譚德塞、聯合國副秘書長兼聯合國開發計
劃署署長施泰納與會。

中方願優先加強溝通協調
王毅首先宣讀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書面

致辭。王毅表示，在各方熱情參與和全力支持下，
“一帶一路”倡議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國際合作平
台。一年多來，儘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全球經
濟低迷等不利因素影響，但“一帶一路”合作逆勢
前行，合作大家庭持續擴大，經貿合作水平持續提
高，互聯互通持續加強，合作夥伴守望相助，取得
了一系列新的可喜進展，凸顯了強大韌性和旺盛活
力。
王毅強調，當前，戰勝疫情、復甦經濟是各

國的共同和緊迫任務。中方願優先加強與“一帶
一路”合作夥伴的溝通協調。包括支持各方抗擊
疫情、恢復經濟社會發展；在疫苗研發使用過程
中，積極考慮“一帶一路”合作夥伴需求；協商
建立“一帶一路”人員及貨物跨境流動的便捷通
道；舉辦“一帶一路”合作夥伴交通部長會議，
維護產業鏈、供應鏈暢通；攜手發展“絲路電
商”，推進智慧城市建設和綠色發展合作。

王毅說，中方願與國際夥伴並肩努力，把
“一帶一路”打造成合作之路、健康之路、復
甦之路、增長之路，開闢“一帶一路”國際合
作更加光明的未來。
施泰納代表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致辭，表

示疫情再次證明，我們別無選擇，唯有堅持多邊主
義，加強團結合作，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在
支持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方面發揮着越來越重要作
用，“一帶一路”合作將有助於各方更好應對疫情
對經濟、社會、環境的影響。聯合國高度重視“一

帶一路”倡議，願同各方繼續緊密合作。
譚德塞表示，世衞組織高度讚賞中國積極推

動全球抗疫合作，為有需要的國家提供各種援助和
支持。當前形勢下，習近平主席倡議打造“人類衞
生健康共同體”具有重要意義，共建“一帶一路”
可以為此作出積極貢獻。世衞組織支持建設“健康
絲綢之路”和“綠色絲綢之路”。

當天例行記者會後，有記者問及：你能否
詳細介紹加勒萬河谷衝突事件的來龍去

脈？中方對解決此次事件持何立場？

印方持續抵邊修路
中方多次交涉抗議

趙立堅說，加勒萬河谷位於中印邊界西
段實際控制線中方一側。多年來，中國邊防
部隊一直在此正常巡邏執勤。

今年 4月份以來，印度邊防部隊單方
面在加勒萬河谷地區持續抵邊修建道路、
橋樑等設施。中方多次就此提出交涉和抗
議，但印方反而變本加厲越線滋事。

5月 6日凌晨，印度邊防部隊乘夜色在
加勒萬河谷地區越線進入中國領土、構工設
障，阻攔中方邊防部隊正常巡邏，蓄意挑起
事端，試圖單方面改變邊境管控現狀。中方
邊防部隊不得不採取必要措施，加強現場應
對和邊境地區管控。
為緩和邊境地區局勢，中印雙方通過軍

事和外交渠道保持密切溝通。在中方強烈要
求下，印方同意並撤出越線人員，拆除越線
設施。

6月 6日，兩國邊防部隊舉行軍長級會
晤，就緩和邊境地區局勢達成共識。印方承
諾不越過加勒萬河口巡邏和修建設施，雙方
通過現地指揮官會晤商定分批撤軍事宜。

印方暴力攻擊華官兵
引發衝突致傷亡

趙立堅指出，但令人震驚的是，6月15日
晚，印方一線邊防部隊公然打破雙方軍長級會晤
達成的共識，在加勒萬河谷現地局勢已經趨緩情
況下，再次跨越實控線蓄意挑釁，甚至暴力攻擊
中方前往現地交涉的官兵，進而引發激烈肢體衝
突，造成人員傷亡。印軍的冒險行徑嚴重破壞邊
境地區穩定，嚴重威脅中方人員生命安全，嚴重
違背兩國有關邊境問題達成的協議，嚴重違反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中方已就此向印方提出嚴正交
涉和強烈抗議。

中方要求盡快召開第二次軍長級會晤
趙立堅說，6月17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

長王毅在同印度外長蘇傑生通電話時，再次向
印方闡明中方嚴正立場，要求印方對此開展徹
底調查，嚴懲肇事責任人，嚴格管束一線部
隊，立即停止一切挑釁性舉動，確保此類事件
不得再發生，並盡快召開第二次軍長級會晤，
解決現地相關事宜。雙方同意公正處理加勒萬
河谷衝突引發的嚴重事態，共同遵守雙方軍長
級會晤達成的共識，盡快使現地局勢降溫，並
根據兩國迄今達成的協議，維護邊境地區的和
平與安寧。
當天記者會上，他回應記者詢問時表示，

據他所知，目前中方沒有扣押任何印方人員。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網站消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9日詳細介紹中印加勒萬

河谷衝突事件來龍去脈。他表示，中方希望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切實按照兩國領導人達成

的重要共識，嚴格遵守兩國政府已經簽署的協定協議，通過雙方既有軍事和外交渠道，就妥

善處理當前邊境事態加強溝通協調，共同維護兩國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

■■1818日日，，王毅在北京主持王毅在北京主持““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國際合國際合
作高級別視頻會議作高級別視頻會議。。 新華社新華社

■■對加勒萬河谷衝突事件對加勒萬河谷衝突事件，，中方表示中方表示，，希望盡快召開第二次軍長級會晤希望盡快召開第二次軍長級會晤，，
解決現地相關事宜解決現地相關事宜。。圖為早前西藏軍區邊防某團練兵圖為早前西藏軍區邊防某團練兵。。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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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打擊極少數有效保護絕大多數大
灣
區
之
聲
熱
評

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由委員長
會議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
會議審議。草案對防範、制止和懲治發生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分裂國家、顛覆國家
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等四類犯罪行為的具體構成
和相應的刑事責任，作出了明確規定。草
案充分體現涉港國安立法打擊的是極少數
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保障的

是香港絕大多數居民的安全和依法享有的各項權
利和自由，符合現代法治原則和精神。
自全國人大涉港決定高票通過以來，涉港國

安立法得到了香港主流民意的支持與擁護。但仍
有一些亂港勢力賊心不死，作“困獸之鬥”，肆

意污名化、妖魔化全國人大決定，謬稱“港區國
安法”會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以及香港居民依法
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這是故意混淆視聽、企
圖攪混水。
但凡對立法的背景以及全國人大有關決定內

容有所了解的人都會明白，“港區國安法”懲治
的只是極少數人所從事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
為和活動，針對的是“港獨”“黑暴”“攬炒”
等勢力，與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無關，更不會出現
所謂羅織罪名、任意“出入人罪”的情況。正如
國務院港澳辦人士所言，“打擊極少數”不僅僅
是“安民告示”，更表明有充分的法治和機制保
障，港人完全可以消除權利自由被侵蝕的憂慮。

穩定是發展的前提，安全是繁榮的屏障。正
是因為香港長期在國家安全方面“不設防”，極

少數反中亂港分子才會有恃無恐。修例風波所帶
來的混亂和痛苦告誡港人，若再不堵塞香港國家
安全的漏洞，絕大多數港人的利益和福祉就會不
保，香港的繁榮穩定、市民的安居樂業更會淪為
空談。奉公守法，何懼之有？近300萬市民“撐國
安立法”的簽名，反映了香港社會對止暴制亂、
恢復法治、重回正軌的強烈願望。

如今，利劍尚未出鞘，少數反對派就已如跳樑小
丑般上躥下跳，恰恰證明“港區國安法”精準打擊到
了這一小撮禍國害港勢力的七寸，必將成為根治“毒
瘤”的關鍵一招，讓傷痕纍纍的香港早日康復。

“打擊極少數”，是涉港國安立法的指導思
想和原則，絕不容任何勢力抹黑、歪曲。我們期
待有關立法工作順利完成，祝福香港能在“港區
國安法”的守護下刮骨療毒、早日恢復元氣。

錄2079宗月升345倍 料明年破2萬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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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呈破產呈請請1177年新高年新高

破
產
欠
薪
保
障
基
金
申
請
數
字

申請 金額

宗數 （萬港元）

2019
6月 178 1,746

7月 151 1,301

8月 256 1,887

9月 146 1,098

10月 304 2,182

11月 375 2,470

12月 321 2,468

2020
1月 324 2,335

2月 148 601

3月 166 828

4月 196 1,010

5月 338 3,230

資料來源：香港勞工處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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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破產呈請書 接管令/破產令

宗數 宗數

2019
6月 653 573

7月 728 752

8月 661 633

9月 691 589

10月 785 706

11月 713 644

12月 713 750

2020
1月 703 528

2月 0 0

3月 823 101

4月 6 552

5月 2079 462

資料來源：香港破產管理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在攬炒派唯恐天
下不亂下，香港失業率已由去年黑暴期間的2.8%
升至最新的5.9%，其間新增約十萬名失業大軍；
上月破產申請也直迫非典時期的宗數。種種民生
經濟指標也亮紅燈，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每間公司和個人的承
受損失能力都有上限，如果僅是疫情的打擊，不
少人還能撐住，但去年的黑暴已消耗大部分人的
元氣，造成今日的失業潮及破產潮，黑暴及攬炒
派是罪魁禍首。

暴衝大傷企業 疫情雪上加霜
陸頌雄說，“疫情下，企業一般可以捱到五

個多月，但去年的黑暴已造成沉重損失，元氣已大
傷，現在再加上疫情已超出承受範圍。”零售飲食

行業尤其嚴峻，“他們的經營模式很多都要先從銀
行借錢進貨，有生意後再找數給供應商，長期沒有
顧客，無法還錢，只能破產。”他直言這是惡性循
環，“店舖倒閉又會造成更多人失業，失業人士無
法供樓或清卡數，也會造成個人破產。”
他形容，目前香港經濟狀況較非典時期更

差，“最慘是看不到出路，唔似當年非典，中央政
府頒布不少措施幫助香港，如開放個人遊等，但如
今黑暴已令香港形象受損，形同趕客，即使疫情保
持平穩，口岸開放，亦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再度吸引
遊客。”
陸頌雄指出，最近黑暴有重臨趨勢，攬炒派經

常在商場舉行“和你sing”等活動，導致市民避開
這些地區，或者不願出街消費，店舖蒙受損失。他
希望國安法立法能夠起阻嚇作用，另外政府透過設

立臨時職位及批出合約工程等，冀能幫助香港重啟
經濟。

速設緊急救助 幫扶失業員工
工聯會副會長、權益事務委員會主任唐賡堯

表示，香港的現狀“開頭是人禍，現在是天災，失
業是沒有辦法的事”。政府雖然推出不少保障就業
的措施，但效果有限，有些僱主獲得政府資助後，
未必完全用於給僱員發工資，工聯會陸續接獲工友
被剝削的求助。

他認為，既然經濟前景不明，政府“保就業不
如保失業”，應盡快設立緊急失業援助金，幫這
段時間的失業者渡過難關。“這些人有技術有能
力，因為經濟形勢突然失業，未必需要領綜援，
但也需要得到救助。”

破產管理署公布，上月提交破產呈請書數目
達到2,079宗，較4月激增345倍，按年增

長1.98倍之餘，亦是2003年5月2,311宗以來最
多。而今年1月至5月，提交破產呈請書總數達
3,611宗，較去年同期3,207宗上升12.6%。此
外，破產管理署在5月發出接管/破產令數目為
462宗、清盤令16宗；而強制清盤提交呈請書數
目則為68宗，為2009年7月以來最多。

旅遊業重災區 靠抗疫金“吊命”
破產管理署解釋，上月個案激增其中一個原

因是司法機構在3月及4月實施特別上班安排，
法院指定的緊急和必要的事務外，高等法院登記
處一般保持關閉，所有在法院進行的聆訊亦一般
被延期。有關安排導致該期間提交的破產呈請書
數目，以及頒布的破產令和清盤令數目有所波
動。翻查署方資料，今年2月和4月提交破產呈
請書數目罕有地僅為個位數。
旅遊業是受暴疫影響最深的行業之一，旅行

社“港通旅遊”負責人黃先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公司去年底至今完全“零生意”，每
月人工、租金等基本開支需5萬元（港元，
下同），而由黑暴亂港至今他已虧蝕逾50萬元，
全靠積蓄“頂住”。他坦言，本來3月已有意結
業，幸得防疫抗疫基金資助“吊住命”，第一輪
旅行社獲8萬元、第二輪獲2萬元，才“喘到口
氣”，但他指出若未來3個月仍未能開放關口，
料難逃結業厄運。黃先生又透露，不少同行在2月
至4月都倒閉、破產，主因是顧客要求全數退款引
致周轉不靈：“我哋旅行社其實係代理角色，我哋
都要向航空公司、酒店、旅遊巴公司落訂金，佢哋
一拖數，我哋就玩完。”

破產管理受託人黃嘉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由提出破產呈請到法庭頒布破產令一般
需時半年，加上法庭早前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而暫
t停運作，部分上月頒布的破產令可能早在去年
中、即黑暴爆發初期提出申請，數字未能反映整
個黑暴及疫情對香港經濟所造成的嚴重打擊。

年底掀破產潮 明年達最高峰
黃嘉錫預料，黑暴及疫情所引發的破產潮可

能在今年底正式爆發，估計未來12個月的破產
宗數有可能急升至2萬至3萬宗，遠較正常情況
下每年約1萬宗為多，“有些人在財政問題出現
初期可能會以債冚債應對，破產因而一般要在問
題出現後一段日子才發生，但在疫情下他們可能
面對減薪，甚至裁員，情況會惡化得更快。”

中文大學商學院高級講師李兆波亦預計，破
產宗數將會持續增加，“在市道比較正常的時候
也有七千、八千宗（破產），現在環球出現問
題，所以我認為萬多宗也相當可能。”

由於數據滯後，加上疫情持續，他預計明年
才是破產高峰期，宗數有機會達2萬宗，與2003
年非典時全年近2.5萬宗破產只差5,000宗，而破
產將造成連鎖反應，打工仔可能因為僱主破產、
公司倒閉而生計不保，繼而無力供樓，觸發樓市
波動。

失業新增十萬 黑暴罪魁禍首

■■ 黑魔暴亂歷時超過一黑魔暴亂歷時超過一
年年，，重挫香港經濟重挫香港經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新冠肺炎疫情令香港經濟民生雪上加霜。
資料圖片

黑暴及攬炒派一直借機搞“和你

乜”，干擾商戶、食肆、店舖、酒店

做生意，並計劃鼓動“罷工罷課”亂

港，使百業奄奄一息，香港破產管理署 19日公布

的強制公司清盤案及破產案統計數字，上月提交

破產呈請書數目達 2,079宗，按月狂升 345倍，是

“非典”2003年 5月即 17年以來最高。學者和破

產管理受託人均指出，黑暴遺禍剛開始浮現，相

信破產宗數“高處未算高”，明年全年有機會達

2萬宗，直逼 2003年“非典”時近 2.5萬宗的高

位。破產更會衍生“骨牌效應”，出現僱主破

產、公司倒閉、員工失業，打工仔無力供樓，恐

觸發樓市動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破產管理署破產管理署1919日公布日公布，，上月提交破產呈請書數目達上月提交破產呈請書數目達22,,079079宗宗，，按月按月狂升狂升345345倍倍，，是是““非典非典””20032003年年55月月((即即1717年年))以來最高以來最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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