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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擁有200多年歷史，並有 「美
國總統衣櫥」之稱的男裝公司 「布克兄弟」
(Brooks Brothers)，在周三向法院申請破產保護
，免受債權人的追擊，同時也試圖出售品牌。在
此之前，已經關閉了一些門市，並準備關閉其美
國製衣工廠。

BBC報導，Brooks Brothers 以西裝著稱，該

公司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818年，許多美
國總統是品牌愛用者，包括林肯、格蘭
特、甘迺迪、尼克森，以及歐巴馬在內
，數十位美國總統都購買他們的西裝。
它在全球擁有約500家門市，其中約有
一半在美國，擁有 4,000 多名員工。不

過，近年來，由於辦公室休閒風更為主流，顯得
過於正式的西裝，在男裝的銷售比例也降低，加
上網購、電商更形競爭，使Brooks Brothers的銷
售範圍更為侷限，在疫情大流行之前，該公司其
實一直在尋求轉型，開始推出平價休閒款式，又
遇到新冠病毒爆發，也就難以維持。

評價家說，他們的衣服顯得正規、拘謹，是
成熟的和傳統人口喜歡的形式，但是對於前衛的
新一代消費者來說，這樣的衣服就越來越不合時
宜了。

Brooks Brothers 的董事長克勞迪奧·德·維奇
爾(Claudio Del Vecchio)說，該公司正在採取步驟
以確保生存，首先要撙節開支，縮小規模，先關
閉了多數美國工廠，也關閉51家門市。

他說： 「疫情大流行是加劇成衣業的阻力，
只能先尋求保護，以促進業務的有效銷售，是公
司目標的最佳一步。」

Brooks Brothers是美國最早的成衣品牌 ，第

一家服裝店就開在紐約曼哈頓。在南北戰爭時期
，北軍的軍官服就是Brooks Brothers 在承包製作
的 ， 不 過 由 於 南 方 控 制 了 棉 紗 原 料 ， 所 以
Brooks Brothers生產不了好的軍官服，只能用碎
布重新黏合，造成早期的北軍軍服遇到下雨會溶
化，成為南方軍的笑柄。

不 過 聯 邦 美 國 與 美 軍 繼 續 支 持 Brooks
Brothers，林肯就是愛用者，他在第 2 任期時，
專的就是該公司專門為他訂製的西裝。外套襯裡
手工縫了一隻美國鷹，上面刻有 「一個國家，一
個命運」的字。當林肯遭到暗殺時，穿著的西服
也是Brooks Brothers的這一套。

不敵疫情不敵疫情 200200年老店年老店Brooks BrothersBrooks Brothers破產破產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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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五千八百萬的中小學校學童，只剩一個月
就必須做出是否要到學校上課或在家上網課的
決定，川普政府爲了強迫大中小學要在秋天回
去上課，公然以聯邦政府不再補助經費作爲要
挾，這真令人感到難以置信，哈佛大學已經正
式提告政府討回公道。

世界疫情如此嚴重，美國全國確診病例已
超過叁百萬人，政客及政府之無能，這些成人
造成之禍患，卻讓孩童們成了無辜受害者。

學校是否要到
校上課，絕對要取
決于我們的疫情是
否能在控制中，答
案是否定的，目前
全國各中小學普遍
面臨的問題是經費
短缺、教室擁擠 、
老師年紀偏高，這
些困難正是面對病
毒之缺點，如果處
理不當，後果不堪
設想。

我們看見一名
僅十歲的孩童，過
去兩個月來每天傍
晚在亞特蘭大市艾
黙裏大學醫學院的
走廊上，以薩克斯

風的表演來慰問下班的醫療人員及路過的行人
，他能在風雨無阻的情況下，把溫馨的樂聲傳
遞給需要鼓勵慰籍的人群，我們深深地爲之感
動。

我們正處于險惡無常、自私自利的社會中
，但是我們大多數人還是具有良知，善良而樂
于助人，我們忠心祝願這些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能共度難關，爲國家之長治久安帶來曙光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77//0909//20202020

More than 58 million kids need to go back to school
in less than one month. Whether they go back to
the classroom or stay at home and study online
with visual learning is under debate.

President Trump said on Wednesday that he wants
all schools open for the Fall semester, and if no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ay cut off all funding,
including fund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rvard and MIT universities have already sued
the U.S. government seeking to have the U.S.
Immigration Customs and Enforcement policy
reversed and declared unlawful.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still attacking us. Up
until now, we already have three
million confirmed cases reported in
the U.S. Sadly, this disaster was
created by nature and incompetence
on the part of politicians all over has
also made millions of kids victims of
this disaster.

Most all of the school districts are now
facing financial difficulties simply
because they don’t have enough
funds to prepare and make larger
rooms for the increase in student
numbers and most teachers are at an
older age now. If we want the
students to attend school without
proper procedures and measures in
place, then the consequences will be
unpredictable.

Today we saw a ten-year old kid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Emery University Hospital hallway playing
music to comfort all the medical personnel. We are
so moved to see that we have such a kind and
smart kid to send his warm message out to our
society.

Today we are in a very critical and unsteady period
of time, but we can still see that our next generation
has such deep compassion and benevolence for
this suffering group.

America is still a great country. We shall overcome
together.

This Is Not The StudentsThis Is Not The Students’’
Or KidsOr Kids’’ FaultFault

孩童何辜孩童何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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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新加坡今日舉行國會大選，一黨獨
大長達50年的人民行動黨（人行黨）獲勝料無
懸念，李顯龍總理一手提拔的副總理兼財長王
瑞杰，則首度率領第4代領導團隊（4G Leaders
）投入大選，被形容為 「世代交替」之戰。這
次執政黨能否維持高得票率，將反映選民對政
府抗疫紓困作為的滿意度，以及對4G領導團隊
的信任度。

本屆選舉由人行黨，以及工人黨、前進黨
等反對黨角逐93個國會席位。星國全國共設14
個單選區和17個集選區，17個集選區中包括6
個四人集選區和11個五人集選區，共占93個議
席中的79席。在每個集選區，各黨派派出數名
候選人組團參選，屬於 「贏者通吃」，選情格
外引人注目。

進入投票前冷靜日
昨日為投票前的 「冷靜日」，嚴禁競選活

動。人行黨8日晚在臉書直播，呼籲選民委託
最有實力的團隊來照顧國家，爭取在最後競選
一夜拉票。反對黨則呼籲民眾支持更多不同政
見人士進入國會，強化監督和制衡執政黨的力
量。

美陸角力 最大難題

本次大選，標誌著人行黨邁入4G領導團隊
全面接班階段，68歲的李顯龍總理可能是最後
一次參選，只待2022年初或之前正式交棒。59
歲王瑞杰作為4G的核心人物，角色愈顯得重要
。這次王瑞杰離開服務 9年的淡濱尼集選區，
轉戰上屆選舉人行黨勝出但得票率最低的東海
岸集選區，便被視為接班前的硬仗考驗。

反對陣營方面，唯一擁有國會議席的工人
黨，同樣面臨世代交替，有 「潮州怒漢」之稱
的老將劉程強這次不參選，由43歲黨魁畢丹星
親自領軍，誓要保住劉擔任議員 9年的阿裕尼
集選區。而李顯龍的胞弟李顯揚選前加入前進
黨，該黨本次推出最多候選人，並由80歲黨魁
陳清木率隊親征西海岸集選區，選情亦受關注
。

大選之後，新加坡最大難題仍是美陸角力
升溫，該要如何保持外交平衡。外界認為王瑞
杰親民的形象，加上處理金融方面的經驗，可
望穩住星國經濟發展；而他擔任內閣資政李光
耀（故總理）私人祕書的經驗，也或許有助於
他周旋美陸兩強之間。王瑞杰去年10月訪陸時
曾稱，希望美陸能建立 「合競」（coopetition）
關係，即合作與競爭共存。

新加坡大選
王瑞杰首場硬仗

川普這兩天成為美國杏壇的風暴中心，
他丟出的兩項教育政策流露出他是一位教育
的門外莽漢,從變相驅趕外國留學生離開美國
，再到要脅美國學生秋天回到校園上課,他的
言論乖張蠻橫,充滿暴戾之氣,這樣失格的總統
真是令人擲筆三嘆！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業,一個國家的興盛
發展奠基於完善的教育制度，美國之所以富
庶強盛,傲視全球,成為各國留學生的首選正是
因為擁有優越的教育體制，任何變革興廢茲
事體大,必須斟酌各方意見,經過縝密研討才做
出決策，但川普卻不理會專家意見,擅自提出
自己的主張。

留學生為來自各國的上駟之才,他們學成
後留在美國做出的貢獻壯大了美國,但川普卻
不珍惜這麼重要的資產,為了保護美國人就業
而棄之如敝屣，竟透過移民海關執法局驅趕
他們,所以最高學府哈佛和MIT憤而控告川普
政策失當,身為總統,以前被眾多女子指控性騷
擾,現在又被著名大學控告,做到如此不堪地步
,真是夫復何言！

在川普眼裡，或許只有政治利益和鬥爭,
他認為某些地方不準備開學的原因是出於政
治原因，因為拖著不開學對他們有好處，其
實川普錯了，大家真正考量的是疫情是否會
影響到開學後學生上課的安全。

川普以德國、丹麥和法國為例，向學校
施壓要求復課，但可笑的是他對於那些國家
的小班教學制度隻字不提,也不對比美國和那
些國家的病毒感染率相差有多大,他對於當前
美國險峻的疫情以及如何防範病毒的各種措
施也隻字不提。

其實福奇博士也是支持學校重新開學的
，但他是有前提的，必須根據各地真實情況
，要考慮感染率制定開學計畫, 而美國疾病控
制與預防中心也早就如何安全地復課制定了
完善指導方針，但竟被川普否決了,他更威脅
說，如果各州不全面復課，他將扣留這些州
的聯邦援助資金。

川普為所欲為,不聽從專家的意見,一意孤
行的川氏教育政策終將治絲益棼,使美國教育
帶來重大災難！

【李著華觀點: 治絲益棼的川氏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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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累計確診病例近30萬
超7成企業未做好抗疫準備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發布的數據顯示，過去壹天，秘魯新增3527

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病例達292004例；新增死亡185例，累計死

亡10045例。目前，秘魯是全球新冠確診患者第六多的國家。

據報道，秘魯已經對超過172萬份病毒樣本進行了檢測，確診患者

中，男性占57.7%，女性占42.3%。目前有11179人住院，其中1220人在

重癥監護室，需要使用呼吸機。另有超過18.2萬人康復。

當地時間3日，秘魯原住民酋長馬努(Santiago Manuín Valera)因新冠

肺炎病故。他的女兒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在 Santa María de Nieva地區

有許多新冠肺炎感染病例，但當地缺乏藥品和氧氣瓶，她對此表示非常

擔心，並稱不知道如何將父親的遺體轉移到當地。

另據Peru 21報的壹項調查，秘魯72%的公司表示沒有為新冠病毒危

機做好準備，但35%的公司表示，通過開展遠程工作，提高了生產力。

受訪企業中，42%的公司表示，疫情期間也壹樣保持了往常的工作

節奏，但23%的公司承認目前的工作效率比疫情前要低。秘魯政府於7

月1日起進入經濟重啟第3階段，繼續加快經濟重新開放的速度。

英國脫歐過渡期僅剩半年
歐盟：談判仍陷嚴重分歧
綜合報導 英國距離今年12月31日結束脫歐過渡期僅剩半年，但與

歐盟貿易談判仍處於僵局，歐盟脫歐首席談判代表巴尼耶2日表示，目

前英歐仍陷嚴重分歧，預計7月下旬繼續談判。

英國於2020年1月31日退出歐盟，至12月31日前處於過渡期，英

歐雙方尋求在期間內完成包括貿易等未來關系的談判，在新冠疫情嚴重

期間通過視頻談判。

本周英歐談判破裂，巴尼耶7月2日發布新聞稿表示，雙方目標是

談判成功並達成協議，但是經過4天的討論仍然存在嚴重分歧。

巴尼耶表示，歐盟的立場仍然是為企業確保公開公平競爭環境，為

歐洲漁民提供平衡、長期的解決方案等，若無這些條件，就無法與英國

保持經濟夥伴關系。

不過，他也強調仍相信與英國有可能達成協議，並預告下壹輪談判

將在7月20日舉行。

歐盟與英國期盼在2020年底過渡期結束前簽署貿易協議，依據時間

表應在10月前完成談判，但目前陷於僵局。對此，德國總理默克爾近日

表示，將在接下來半年德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盡力找出解決方

案，在秋天前完成談判。

報道指出，若英歐今年底未達成貿易談判，明年起將征收關稅，對

雙方經濟都有沖擊。

雙方目前在漁業問題、公平競爭保障等方面的分歧仍大，例如英國

水域開放程度，及英國是否保持與歐盟壹致的市場監管法規等，歐盟期

盼英方明確承諾。

打破希臘入境禁令？
壹架從瑞典起飛航班降落羅德島

綜合報導 希臘邊境向更多國家開放

；但15日前，自英國和瑞典的直航航班

入境仍被禁止。不過，有媒體披露，7月

2日，壹架從瑞典起飛的航班，降落在了

希臘羅德島國際機場，引發關註。

在談到疫情期間，希臘接待的遊客

數量的問題時，佩薩斯說：“我們不應

該把去年(2019 年)接待遊客數量達到

3000萬人作為參照，而是應該抱著從零

開始的態度。在7月15日之前，我們都

會謹慎行事。政府希望的是逐步取消各

項限制，但對於病毒的傳播問題，我們

將壹直保持嚴肅、謹慎的態度。”

報道稱，7月1日，共55架次國際航

班的21100多名乘客，抵達雅典國際機場

。據Greek City Times網站的數據，僅7

月1日壹天，希臘就在全境16個機場采

集了5889份國際旅客樣本，進行新冠病

毒檢測。

據希臘民航局此前發布的壹份通告

，從6月27日至8月31日，所有抵達希

臘的乘客都必須在辦理航班登機手續前

，至少48小時填寫乘客定位表(PLF)，提

供包括出發機場、住宿地址在內的信息

，以及他們在希臘的預期停留時間等。

以便在發現新冠感染病例時，當局能更

好的最終尋獲接觸者。

佩斯薩還說：“我們的目標是，及

時記錄和隔離可能發生的新冠感染病例

，以避免病毒傳播到社區中。為此，我

們正在密切監測歐洲和世界其他國家的

疫情發展情況。保護公眾健康是政府的

首要任務。”

報道稱，需要註意的是，盡管自英

國和瑞典的直航航班入境仍被禁止。不

過，有媒體披露，7月2日，壹架從瑞典

起飛的航班降落在羅德島國際機場，瑞

典國籍的旅客被允許入境希臘。

據初步報道，這架航班已經獲得了

特別的著落許可，機上搭載的乘客均為

記者和旅遊業從業人士，他們入境希臘

，以便了解希臘的衛生協議和防疫措施

的相關情況。不過有消息指出，不少乘

客表明，他們來希臘的目的是度假。

希臘旅遊部長哈裏斯· 塞奧哈裏斯在

被問及瑞典航班入境希臘這壹事件時說，

該航班獲得了特別許可，所有乘客都接受

了病毒檢測，因此不存在安全問題。

他說：“機上搭載的乘客中約30%

到40%都是旅遊企業‘途易’的高管和

記者。他們前來希臘的目的是來考察在

當前的情況下，如何進壹步推動旅遊業

的復蘇。”但是，塞奧哈裏斯並沒有說

明，機上其他乘客的身份。

馬克龍火速更換總理
為謀求連任總統鋪路

法國總統馬克龍3日火速更換總理

，菲利普當天在數小時內便卸任總理，

新總理是並不為人熟知的讓· 卡斯泰。為

何選在此時更換總理？馬克龍顯然經過

了審慎謀劃，為謀求2022年連任法國總

統鋪路應是其中重要的考慮因素。

菲利普卸任總理“未出意料”
菲利普此次卸任總理並不出乎意料

。馬克龍2017年5月就任法國總統後，

立即任命菲利普為總理。在擔任總理的

1145天中，菲利普及其領導的法國政府

時常處於風口浪尖。

在疫情暴發前，菲利普主要忙於推

動法國各項改革事務，特別是退休制度

改革，盡量平息社會不滿，還須應對全

法大罷工的巨大壓力。當時菲利普的支

持率曾壹度走低。今年2月，菲利普代

表政府在議會強行通過退休制度改革法

案，引發很大爭議。

疫情暴發後，菲利普將工作重點轉

向抗擊疫情，處於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沿

，被更多民眾所熟悉。最新民調顯示菲

利普的民意支持率達51%，甚至高於馬

克龍的44%。菲利普在疫情期間的支持

率上漲了13個百分點。

剛剛結束的法國市政選舉是菲利普

卸任的主要推動因素。法國執政黨共和

國前進黨在選舉中受挫，而菲利普在勒

阿弗爾勝選市長。但菲利普實際上並非

代表執政黨參選，這就給他與執政黨和

馬克龍的關系帶來微妙變化。

更重要的是，為了給2022年大選鋪

路，馬克龍有意繼續推動改革進程，尤

其是退休制度改革，菲利普則對改革明

顯意興闌珊。從馬克龍謀求連任總統的

需要來看，菲利普不是擔任總理的最佳

人選。

卡斯泰就任總理“情理之中”
卡斯泰被馬克龍選中接任總理之職

，亦在情理之中。卡斯泰有多方面的良

好條件擔任總理，首先是行政事務方面

富於經驗，有助於他擔任總理後與來自

各方面的行政人員打交道。

官方履歷顯示，卡斯泰曾先後擔任

總統府副秘書長、衛生部、勞工部的辦

公室主任、籌備2024年巴黎奧運會幹事

、“解封”協調人等職務，都與今後的

工作任務息息相關。

第二，法國當下最緊迫的任務是應

對疫情，恢復經濟。卡斯泰沒有前任政

府在應對疫情暴發初期面臨質疑的“歷

史包袱”，同時他在處理“解封”三階

段過程中沒有明顯失誤，整體過渡比較

平穩，是帶領法國新政府繼續防控疫情

的人選。

從目前看，卡斯泰也是助力馬克龍

繼續推動改革的總理人選。卡斯泰就任

總理後通過社交媒體發出的第壹條信息

便是呼籲展開全國對話，繼續推動社會

改革方案的進程。這表明他與馬克龍的

想法高度契合。

第三，卡斯泰知名度較低，也沒有

地方根基，可能也是馬克龍選擇他擔任

總理的原因之壹。卡斯泰擔任總理伊始

，其社交媒體推特的關註人數還不到2

萬人。4日其關註人數已上升至4萬人，

仍不能和菲利普的78萬關註人數相提並

論。另外，卡斯泰雖長期擔任普拉德市

市長，但普拉德的人口只有6000多人。

外界分析認為，馬克龍可以更多到臺前

與選民更多接觸以便備戰大選，卡斯泰

則可以相對低調推動政府事務。

新總理面臨嚴峻挑戰
卡斯泰擔任總理基本符合外界預期

，然而這位新總理所面臨的挑戰可謂嚴

峻。眼下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帶領法國

走出疫情導致的困境，讓經濟發展重回

正軌。

馬克龍已經清楚表示，法國仍未擺

脫疫情導致的健康危機，同時還須處理

經濟危機。法國經濟因疫情遭受重創，

空中客車、雷諾等大型企業紛紛計劃大

幅裁員，中小企業則面臨生存威脅。新

總理的政策制訂能力和執行能力將受到

考驗。

新總理的黨派屬性也是壹大挑戰

。卡斯泰和菲利普在擔任總理前都是

右翼的共和黨成員。卡斯泰已退出共

和黨，未來很有可能向中間偏右立場

靠攏。馬克龍希望借此穩住中右翼陣

營的基本盤，同時保障政府施政的連

續性。

不過這樣壹來，馬克龍很可能難以

爭取到左翼陣營的理解。從去年的歐洲

議會選舉到今年的法國市政選舉，綠黨

支持度在不斷擴大，顯示新左翼力量的

崛起。這股“綠色浪潮”有可能給馬克

龍2022年謀求連任構成威脅。

最新民調顯示，馬克龍目前最大的

連任競爭對手仍是來自極右翼的瑪麗娜·

勒龐。不過現在距離總統選舉尚有兩年

時間，各種變數依然很大。在嚴峻挑戰

下，卡斯泰更需謹慎行事，為馬克龍謀

求連任“護航”。

線上拍賣會賺翻？
英畫家培根作品8460萬美元成交！

綜合報導 因應疫情蔓延

全球，蘇富比拍賣行(Sotheby

's)首次舉辦面向全球競標者的

線上直播拍賣會。英國畫家

弗朗西斯· 培根的三聯畫拍出

了8400多萬美元。有報道稱

，對於受到疫情沖擊藝術品

市場來說，這是壹個令人鼓

舞、而且極不尋常的夜晚。

據報道，蘇富比(Sothe-

by's)春季拍賣會通常能帶來數

十億美元進帳，不過由於新冠

疫情重創紐約，蘇富比5月宣

布，將從倫敦線上直播壹系列

現代與當代藝術品拍賣會。

蘇富比歐洲區主席巴克

(Oliver Barker)形容這次拍賣

會是“歷史性的夜晚”，並

介紹這是首次在沒有觀眾情

況下舉辦的大型拍賣會。當

晚，蘇富比共拍得3.632億美

元，其中93%的藝術品最終售

出。

拍賣會上，培根受希臘

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劇作

《奧瑞斯提亞》啟發繪制的

三聯畫，以8640萬美元的價

格成交。此畫原先由壹位挪

威籍藝術品收藏家珍藏，估

計價值約6000萬至 8000萬美

元。

報道稱，這幅畫作是培

根在1962年至 1991年之間創

作的28幅大型三聯畫之壹。

培根的另壹幅三聯畫《弗洛

伊德肖像畫習作》於2013年

在紐約佳士得(Christie's)拍賣

會上以1.42億美元成交，成為

拍賣史上最昂貴的10件畫作

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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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遭新冠肺炎蹂躪5個月，至今疫情依舊
沒有減緩的跡象，確診人數周三已突破300萬大關，而死亡人
數也超過13萬人。

然而，據CNN新聞網8日報導，就在疫情升高之際，美國
總統川普和衛生專家間的爭執也愈演愈烈，從私下發牢騷，演
變為聳肩不贊同，到雙方乾脆公開爭執。

而衛生官員說，會有這種結果，是因為他們在持續設法與
這30年難得一見的公共衛生危機搏鬥，而感到士氣低落之際，
卻要面對一位顯然對他們的工作既不了解，也不感興趣的總統
。事實上，川普既不信任像美國首席防疫專家佛奇（Anthony
Fauci）等衛生官員，也不採納他們的建議，早已不是新聞。

好幾個月來，川普已不出席白新冠病毒專案小組（White
House Coronavirus Task Force）簡報會，甚至連簡報會場地也
移出白宮外。據《衛報》（The Guardian）8日報導，佛奇本周
稍早說，美國仍深陷第一波疫情中，而川普卻公開打臉，說美
國好得很。

川普在接受Gray TV專訪時說， 「你知道嗎？我不同意他
的看法。佛奇博士原本說， 『不用戴口罩』，現在他又說 『要
戴』。你也知道，他說了很多事，像 『不要隔離中國』，不要
禁止中國等。」

川普接著直接挑明︰ 「不管怎樣，我就是做了，我不怎麼
聽手下專家的話，而我就是禁了中國。」而他所指的，是美國

在出現新冠肺炎初期，就禁止中國大陸旅客入境。其實好幾個
月來，川普不斷在會議中向幕僚抱怨佛奇上電視，後來白宮大
大減少了他的曝光率。而早在3月時，佛奇對新冠疫情的預測
雖不如他樂觀，但川普大都還是忍了下來。

現年79歲的佛奇從1984年以來，就一直擔任國家過敏與
傳染病研究院（NIAID）院長，而在美國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初
期，他也一直廣受各方信任。不過，他和川普之間的緊張很快
就浮現。

據說現在白宮已經不讓他出現在主流媒體平台上，佛奇告
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周三的新冠肺炎簡報會在教育
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舉行，而他是透過視訊參與。

（綜合報導）即使專家早已警告疫情恐在秋季復發，美國
總統川普仍邀情全國學校屆時必須開學，若地方政府不配合揚
言斷經費。不過，川普此言已惹火美教師工會， 「美國教育協
會」主席加西亞更直嗆川普，稱不能在無法確保教職員工與學
生安全情況下貿然復學，並且懷疑在疫情蔓延之際，川普是否
有敢在坐滿學生的教室內呼吸空氣。

據《國會山莊》報指出，全美國最大的教師工會聯盟 「美
國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主席加西亞
（Lily Eskelsen Garcia）8日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採（CNN

）訪時表示，川普的重啟校園要求中，根本沒用到 「安全」一
詞，並表示不會有人比老師們更希望孩子們返校， 「但我們希
望安全地重開校門」。

加西亞表示，我們已目睹太早開放酒吧的下場，許多州正
因此導致新增確診攀升， 「但是學校不是酒吧，在沒有任何讓
孩子們安全地重返校園等措施準備好前，我敢打賭川普絕對不
敢坐在滿滿學生的教室內呼吸空氣」。

美國教育協會表示，要讓任何學校恢復面對面上課，如個
人必須戴好個人防疫配備、符合疾管中心標準的清潔程序、教

室內保持適當的社交間距、建立消毒站並呼籲所有人勤於洗手
等防疫措施需同時進行。

關於校園防疫措施升級所需經費，加西亞也表示國會都願
意特別撥出經費就商業活動，相信他們不會至人民不顧。不過
，雖然美國眾議院曾於 5 月 15 日通過、總額高達 3 兆美元的
《健康和經濟復甦綜合應急解決方案法案》（HEROES act，
又稱 「英雄法案」），但遭川普嗆 「早已死了」，該法案也並
未在共和黨掌控的參議院通過。

不顧安全！疫情蔓延 川普硬要開學
美教師工會嗆：敢親自來教室呼吸嗎？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政府官員透露，政府將於13日對一
名死囚執行死刑，這是自2003年以來，聯邦政府首度執行死刑
，距離最近的一次死刑已是17年前。

根據《美聯社》報導，聯邦司法機構官員8日透露，一名
目前被關押於印第安那州的一座監獄裡的死囚，他因殺害3名
兒童遭判死刑，預計於13日採取注射藥物的方式被執行死刑。

報導指出，死刑犯家屬以及被害者家屬都可以直擊整個死
刑執行的經過，只是必須配戴口罩，以防止新冠肺炎傳播。

原本美國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 Barr）去年就已宣布恢復
死刑，其中有3名男子原本要執行死刑，卻因部分囚犯在法庭
上提出程序問題，加上當時死刑所使用的致命注射劑引起爭議
，讓美國總統川普多次阻礙聯邦政府恢復死刑的計畫。

而下周一（13日）所執行的死刑，是聯邦政府17年來首度
執行死刑，巴爾表示，今後對於5項特別嚴重罪行的人可以判
處死刑，其中包括謀殺、酷刑、性侵等，尤其若對象為兒童，
刑罰將會更重。

時隔17年！美聯邦政府7月13日首度執行死刑家屬可直擊過程

美新冠確診逾美新冠確診逾300300萬死亡破萬死亡破1313萬萬
川普公開打臉佛奇川普公開打臉佛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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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年间，江南有一名富商，名

叫陈祥庆，常年在外经商。这年腊月

，他回到了老家，还带回了一条猛犬

：藏獒。

老家的亲友从没见过如此威猛的

狗，纷纷向陈祥庆打听这狗有多厉害

。陈祥庆得意地说：“我不在的这几

年，这里发生了很多变化，许多情况

我都不了解。这样吧，你们说说，这

一带哪条狗最凶猛啊？”

亲友们异口同声地表示，要论最

凶猛的狗，邻村刘郎中家的猎犬“大

白”当数第一。陈祥庆冷笑道：“那

就劳烦各位带我去趟刘郎中家吧，我

敢说他家的大白，见了我这条藏獒，

保准屁滚尿流。”

就这样，几个好事的亲友一路领

着陈祥庆，来到了刘郎中的家门口。

但刘郎中刚好不在家，只有院里的犬

吠声不时地传到众人的耳朵里。陈祥

庆不耐烦地说：“混账！竟敢对着老

子叫唤，我这就把我的藏獒放进去，

好好治治它。”

藏獒早已被大白的叫声激起了斗

志，只待院门一开，便如一道黑色的

闪电，朝着大白冲去。两条狗很快厮

杀在一起，而陈祥庆和他的亲友们则

在一边鼓掌叫好。

正在这时，刘郎中的弟弟刘二正

好经过此地，见兄长家门前围着好些

人，便走过去看个究竟。陈祥庆见事

情不妙，赶紧喝住自家的藏獒，带上

亲友，匆匆溜走了。刘二进门一看，

只见大白倒在血泊中，呻吟不止，便

立即出去将兄长找回来。

待刘郎中赶回家时，大白早已死

去多时。刘郎中不禁悲从中来，放声

痛哭。这大白经常陪他上山采药，好

几次勇斗野猪、野狗，救下自己的性

命，每每想起这些，刘郎中更是悲痛

不已。

刘二向兄长说明了大白的死因，

这让刘郎中十分气愤。再看大白的尸

体周围，果然有黑色油亮的长毛，一

簇簇地随风飘动，他便随手抓起一把

，随弟弟赶到陈祥庆家中理论。

不料，陈祥庆却死不承认，阴阳

怪气道：“你说这黑色的狗毛是我家

藏獒留下的，可这十里八村的黑狗太

多了，你最好再仔细调查调查。”

刘郎中怒道：“土狗的毛哪有这

么长的？这显然是你们家藏獒的毛！

再说了，你出去打听看看，本县可还

有比大白更凶猛的狗吗？能把大白咬

死的，只有你家的藏獒！”

陈祥庆嬉皮笑脸道：“你这话没

道理啊，本县又没举行过斗狗比赛，

你怎么知道没有比大白更厉害的狗呢

？”

刘郎中没想到陈祥庆这般无赖，

便也不再顾及同乡之谊警告对方，若

陈祥庆还不承认此事，并为此负责，

那他就只好去告官了。

陈祥庆笑得更厉害了，他挑衅似

的对刘郎中说：“你赶紧去告官，我

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

从陈祥庆家出来后，刘郎中便马

不停蹄地往县里赶。但刘二却对此行

相当不乐观，他沮丧地对兄长说：

“大哥，陈家在官府里有人，而且他

家有钱有势，打官司我们恐怕会吃亏

。”

刘郎中却不信邪，他认为理在他

那儿，这官司一定能赢。可没想到官

司的结果却被刘二不幸言中，县官认

为刘郎中手里的狗毛说明不了问题，

刘二因为是刘郎中的弟弟，他的证词

不予采信，刘二所指证的陈祥庆的几

个亲友也都矢口否认此事。结果是，

刘郎中非但没有为自己讨回公道，反

而因为诬陷之罪被打了二十大板。

这下，刘郎中着实憋了一肚子气

，悲愤交加之下，他很快就病倒了。

那段时间，他无心就医，天天把自己

关在家中，连大门也不出。

这一日，镇上的无赖王铁锤来到刘

郎中家，说是他娘犯病，起不了床，成

天痛得哭天喊地，拿头撞墙，举家不得

安宁，让刘郎中赶紧过去一趟。

由于王铁锤是当地有名的地痞，

平常尽干些坑蒙拐骗、小偷小摸之事

，可谓声名狼藉，因此刘二劝兄长不

要过去。但刘郎中认为王铁锤虽作恶

多端，但好歹是个有名的孝子，而且

他再怎么坏，他母亲显然是无辜的，

在刘郎中眼中，其母只是一个可怜的

病人而已。

就这样，刘郎中来到了王铁锤家

，详细询问了病情，才得知其母每逢

冬天阴雨时节，浑身骨头关节痛不可

当，而今年更是严重。刘郎中对王老

太太进行了一番诊断后，说：“实不

相瞒，我这里有个秘方能治此病。只

不过这方子要用到一味关键的药，而

这药我现在刚好没有。”

王鐵锤急道：“是什么药？你说

来听听。”

刘郎中回答道：“狗骨。”

王铁锤哈哈大笑道：“这又不是

什么难得的药材，我今天就能弄到，

你就放心吧。”

刘郎中摇摇头说：“寻常的狗骨

，如何能治这等重病？我这秘方所用

到的狗骨，是西藏獒犬之骨，所以才

让我犯难啊。”

这下王铁锤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了，在这江南之地，还真是没见过藏

獒的踪影，他便问刘郎中：“难道缺

了这獒骨，这药就没效了吗？”

刘郎中叹了口气说：“獒骨在这

秘方中是最重要的一味药，缺哪味都

不能缺它啊。这样吧，我先留几副其

他的药在这儿，暂且缓解老太太的病

情，过几天我再来复诊。”

几天后，刘郎中正要再去给王老

太太瞧病，王铁锤倒兴冲冲地跑来了

。刘郎中问他母亲的病情如何，王铁

锤只是唉声叹气，但转眼又兴奋道：

“刘郎中，你看这是什么？”说着，

王铁锤便打开了手里的袋子。

刘郎中一看，里面是一堆粉末，

便问王铁锤：“这是……”

王铁锤神秘兮兮地说：“这是藏

獒骨粉，我亲自把獒骨炒酥之后磨成

的。这下你这个秘方可有用武之地了

。”

刘郎中只是笑笑，也不多说什么

，便转身走到里屋，专心调配方子去

了。

次日，刘郎中去邻村给人看病，

果然听说一件事：陈祥庆家的藏獒莫

名失踪了，陈祥庆气得吃不下饭，到

县里看病去了。

秘方
这天，大伟和女友小丽在公园散

步。大伟发誓要用一生保护小丽，说

着朝身边一棵杨树一掌拍去，紧接着

一记旋风脚踢向杨树，直踢得杨树枝

摇叶落。

小丽笑道：“看来还真会两下子，

打树容易，打人行不？不会是花拳绣腿

吧？”大伟拍拍胸脯说：“俺也是拜过

师的，就凭这两下子，对付三五个流氓

不在话下！”说完，顺势抱起小丽坐在

长椅上卿卿我我起来……

突然，眼前出现了几个流里流气的

小青年，不怀好意地看着他们。小丽知

道大伟会两下子，她噌地站起来，指着

小青年怒道：“找死啊，你们！”说着

，用眼瞄了瞄大伟。奇怪的是，刚才还

生龙活虎的大伟，此时却坐在长椅上不

断地朝她挤眉弄眼，腿也在不停地发抖

，看样子吓得不轻。

这帮小青年一看大伟是个窝囊废，

更加肆无忌惮了，一下子围住了小丽，

对她动手动脚。“救命啊——”大伟突

然大喊了一句。

这一嗓子，惊动了远处的人，小青

年们仓皇逃走了。待小丽缓过神来，她

生气地冲大伟嚷嚷道：“你不是会两下

子吗？就这喊救命的本事？”

大伟也不答话，只见他慢慢站起来

，跺了跺脚，恨声道：“这群王八蛋！

”然后撒腿朝小流氓逃走的方向追去

……

小丽赶紧跟了过去，可大伟跑得太

快，很快就不见了人影。等小丽找到他

时，发现地上东倒西歪地躺着四个人，

正是刚才那几个小流氓。

小丽吃惊地问道：“他们都是你收

拾的？”大伟得意地点点头。

“那刚才怎么会……”

“刚才？”大伟乐了，“你坐我腿

上的时间太长，把我的腿坐麻了。”

遇到危险只会喊救命

小李去食堂吃饭，发觉蛋花

汤太咸了，就对大厨说：“你这

汤咸了。”

大厨微微一笑说：“你放一

会儿再喝吧。”

小李有点莫名其妙：“什么意

思？”

大厨抽了口烟，望着窗外，

淡淡地说：“时间能冲淡一切。”

这时，有个女同事喝完汤后

却说咸淡刚好，小李纳闷地问大

厨：“为什么会这样？”

大厨掐灭烟头说：“因为女

人是水做的。”

男朋友

小玲是个大龄女青年，长相

也很一般，今年春节终于带了一

个长相帅气、对她也特别好的男

朋友回家，谁知父母对他竟然一

点也不热情。

这天晚上吃完饭，一家人坐

在客厅里看电视，趁着男朋友上厕所，

父母双双把头伸过来悄悄问小玲：“说

实话，你这男朋友多少钱租的？”

深入浅出

老师：“啥叫浪漫主义？”

学生：“看到美女便有写诗的欲望

，这就是浪漫主义。”

老师：“啥叫现实主义？”

学生：“看到美女便算计兜里还有

多少钱，够不够吃个饭啥的，这就是现

实主义。”

老师：“啥叫批判现实主义呢？”

学生：“看到美女就想她是不是人

造美女，这就是批判现实主义。”

大厨也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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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柬埔寨首相洪森3日主持內閣全體會

議，通過《博彩法》草案，規定開設賭場最低資本

要求和地點範圍，以加強規範境內賭場和商業性質

賭博活動。

根據首相府發布的聲明，柬埔寨政府擬定新法

，旨在鼓勵國內投資者在柬埔寨設立並擁有賭場和

完善設施的“綜合休閑娛樂中心”，以推動旅遊業

發展和創造大量就業機會。

聲明稱，集合酒店、餐飲、現代購物、

體育中心、娛樂中心、會展中心和免稅店的

“綜合休閑娛樂中心”，已成為創造重要收

入來源和大量就業機會的產業，可推動國家

經濟增長。

新法將對經營和從事賭博與其他合法賭場活

動的公司或個人責任進行規範，同時將提高監

管當局執法能力。為打擊反洗黑錢和為恐怖主

義活動籌資行為，政府將設立壹個機制，與雙

邊和多邊夥伴合作，以便管理和解決賭場相關

監管工作。

據悉，《博彩法》由柬財經部和內政部共同起

草，並邀請私人界代表提供咨詢，同時征詢來自首

相府和文化部，以及經濟、社會和文化專家意見，

召開多達55個跨部門會議。

1995 年柬埔寨通過《打擊賭博法》(於 1996

年 1 月 26 日正式生效)，規定距離首都金邊市

方圓 200 公裏外地區可以興建賭場，正式批準

賭場合法化經營(邊界地區、蔔哥山和基裏隆

旅遊景點不受上述經營範圍限制)。《打擊賭

博法》同時禁止柬埔寨人進入賭場和參加賭博

活動。

東京日增確診持續增加
日本累計病例逼近兩萬

綜合報導 據日本廣播協會(NHK)報道，

日本東京都4日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確診131

例，截至當地時間4日18時，日本國內累計

確診數逼近兩萬，達19507例，累計死亡人

數為977人。

東京都每日新增確診病例近期連續3日過

百，並且4日確診數再創5月25日緊急事態宣言

解除後新高，至此東京都累計確診數達6654例

，為日本各地累計確診數最多的地區。

東京都2日新增確診107例，3日這壹數

字上升至124例，且多為20歲至39歲的年輕

人，許多感染者與晚間鬧市有關，感染路徑

不明。東京都政府多次呼籲民眾提高警戒，

盡量避免前往晚間的鬧市或盡量選擇采取了

適當防疫措施的商店。

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當天的記者會

上表示，最近東京周邊的其它縣確診者也在

增加，雖然有很多的人員往來，但當下希望

東京民眾盡量減少不必要非緊急的往其它縣

的移動。

而周邊的埼玉等縣也表示和東京有著密

切的聯系，鑒於近日東京確診者的增多，深

表憂慮，希望首都圈地區能加強溝通，共同

應對疫情。

除東京外，當天日本多地也出現了新的

確診病例。鹿兒島縣當天公布了23例確診，

多數與此前該縣鹿兒島市船津町發現的某店

鋪聚集性疫情有關。山形縣當日公布了1例

確診，為5月4日時隔兩個月以來再次出現

確診病例。

尼泊爾新增232例新冠病例
加德滿都下水道檢出病毒
綜合報導 尼泊爾衛生與人口部4

日下午發布數據：過去24小時中，全

國新增232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累

計達15491例。

此外，過去24小時中還新增了2

例死亡病例，累計有34例死亡病例。

值得註意的是，有最新研究顯示

，加德滿都地區的壹些下水道裏存在

新冠病毒。

這個研究由尼泊爾分子動力學中

心主導。有關研究小組從加德滿都谷

地4條主要的下水道裏提取了樣本。

檢測結果顯示，有2條下水道的樣本

裏含有新冠病毒。

該研究小組科學家卡瑪查亞表示

，這壹研究結果表明，加德滿都谷地

的新冠病毒傳播可能已經進入了“社

區傳播”階段。建議政府加大檢測範

圍，控制病毒傳播。

卡瑪查亞特別指出，由於下水道

連接著千萬家，許多人的排泄物都通

過下水道沖走。如果加德滿都地區僅

僅有幾個人感染了新冠病毒，那麼在

隨機取樣中，是很難檢測到病毒的。

現在在下水道發現了病毒，這說明實

際的新冠患者數量壹定不在少數。

7月3日，尼泊爾衛生與人口部發

言人高塔姆也證實，最近壹個星期來

加德滿都谷地出現約12位無外出旅行

史的新冠患者，所以懷疑“社區傳播

”已經開始。

就在不久前，尼泊爾衛生與人口

部部長達卡爾表示，尼泊爾96%的新

冠病例都屬於境外輸入。

韓國官員：
受疫情影響，韓美考慮取消8月軍演
綜合報導 韓國知情官員披露，受新

冠疫情影響，韓國和美國正在考慮取消

原定8月舉行的聯合軍事演習。

《韓國先驅報》本月援引多名消息

人士的話報道，韓美雙方據信正在考慮

是否取消這輪軍演或縮小軍演規模。

韓美今年上半年的聯合指揮所演習原

定3月舉行，但考慮到防控新冠疫情的需

要，最終決定推遲舉行。按韓國媒體說法

，韓美過去曾推遲聯合軍演，但多是出於

關聯朝鮮半島和平談判的外交需要，因為

公共衛生問題而推遲尚屬首次。

朝鮮壹向堅決反對和譴責韓美聯合軍演

，認定它們是挑釁，為入侵朝鮮做準備。

朝美領導人2018年 6月至 2019年 6

月先後在新加坡、河內和板門店三次會

面，美方在新加坡會晤後宣布暫停美韓

聯合軍演。韓美同意終止“關鍵決斷”

“禿鷲”和“乙支自由衛士”三大軍演

，以小規模演習或科目演練代替。

值得註意的是，韓方正尋求從美方

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這壹移交計劃包

含三階段評估，2019年已經完成第壹階

段評估，不少人原本希望今年8月軍演

期間完成第二階段評估、明年完成第三

階段評估，則韓方有望2022年收回戰時

作戰指揮權。

上世紀50年代初以來，韓國軍隊指

揮權長期由駐韓美軍掌握。1994年，韓

國收回和平時期軍事指揮權，但沒有收

回戰時作戰指揮權。2014年10月，美韓

商定將移交時間從原定的2015年推遲至

2020年後。文在寅競選總統期間，承諾

在任期內收回戰時指揮權。

壹些人擔心，如果8月軍演取消，

韓方從美方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的進展

將受影響。

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4日發布

的疫情數據，截至當天零時，韓國較前

壹天零時新增63例確診病例，單日新增

病例連續兩天超過60例；累計確診病例

13030例；累計死亡病例283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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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食肆疫情蔓延 再增6人
香港本地病例日爆19宗 病毒量高傳染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新冠肺炎第三
波疫情來勢洶洶，食肆更連環爆發群組感染個案，但
香港文匯報記者8日到多間食肆巡察，發現不少餐廳
的防疫意識鬆懈，食客進內時不用探熱，可隨意“搭
枱”，枱面也沒有隔板，更有甚者是廚師和侍應連口
罩都無戴，防疫缺口多多。香港政府專家顧問、港大
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認為，食肆及酒吧等屬最
高危地方，“脫下口罩時，那些無病徵的人，口水裏
每一毫升可高達1億到10億的病毒載量，並沾染附近
的碗碟、筷子、匙羹。當食肆服務員拿走碗碟，他的
手已沾上病毒，然後在廚房拿新的食物給另一客人，
交叉感染就會發生。”他建議政府馬上收緊食肆防疫
措施。

餐枱密無隔板無探熱
香港文匯報記者8日到美孚、葵涌一帶食肆巡察，

發現一般大型連鎖餐廳繼續緊守防疫第一線，但小型食
肆就明顯鬆懈起來。在葵涌廣場內，有幾間食肆的餐枱
擺得比較密，枱面沒安裝隔板分隔食客，食客更可隨意
“搭枱”。記者進入食肆進食時，沒有員工前來探熱，

而門口擺放的消毒洗手液都被用光，但沒有人更換。記
者入座後，進一步發現廚師和水吧員工都沒有戴上口罩，
他們又不停聊天，口沫橫飛。
記者之後再到廣場外巡察，再發現一間粉麵店同

樣不設防，探熱、消毒洗手液等基本措施欠缺之餘，
全店員工包括廚師和侍應都無戴口罩或將口罩脫至下
巴，而不少食客用餐後，都沒有即時戴上口罩，繼續
玩手機。
袁國勇指出，港府在父親節前夕放寬防疫措施，

兩個星期後的就有個案陸續浮現，他認為食肆、卡拉
OK及酒吧等的情況最危險，建議政府應馬上收緊該
等處所的防疫措施：“食肆、酒吧及卡拉OK此類處
所全部都是要脫下口罩的地方，是最應該被控制的，
這些防疫措施必要早出台，食肆社交距離要向同一方
向進食，收碟、出菜一定要分開，在未有可靠、安全
疫苗到港時，大家要接受現實要做這些措施，是有些
麻煩，但這麻煩是值得的。”
另外，位於佐敦的澳洲牛奶公司，繼3月時因疫

情休市一個月後，再在店外貼出告示，指因疫情突
發，暫定即日起休業兩周至本月23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港近日新增多
宗與學校相關的本地感染個案，由於涉及學生、教師
的親友等緊密接觸者，全港各區有10多所中小學校宣
布停課1至14天不等。其中黃大仙區至今已有2名中
學生確診或初步確診；沙田區學校則有多名學生家長
確診，更有小學擔心區內情況反覆，決定提早放暑
假。有教育界代表指，現時各校停課安排做法不一，
促請局方應盡快更新相關指引，予學界有所依從。
繼7日演藝學院及黃大仙扶輪中學有學生確診

後，香港衞生防護中心8日宣布，一名患者的12歲女
兒亦初步確診，已聯絡其就讀的黃大仙聖母書院，建
議停課14天。該校毗鄰的聖母小學8日晚則在校網宣
布，9日起緊急停課2天，暫定下周一(13日)復課，五

年級常識科呈分試亦改期於當日進行。
事實上，學校現時應對疫情做法各異，例如學生

確診的扶輪中學宣布停課14天；沙田崇真學校、東華
三院馮黃鳳亭中學亦分別有家長確診而停課14天。
同樣有學生家長或親友確診的保良局林文燦英文

小學及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8日停課1天；
拔萃男書院小學部有家長確診，其小學及中學部當日
起停課至另行通知；黃埔宣道小學則因有學生音樂導
師確診，宣布9日和10日停課。
另外，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則決定防患未然，校

內雖未發現確診個案，但因應沙田區疫情反覆，9日
起會安排大部分學生提早放暑假，小五生則繼續回校
考呈分試。
中學校長會主席鄧振強8日出席電台節目指，由

於香港教育局的復課指引未有提出學校應對出現疫情
的具體處理方法，多間學校的處理方式不一致，例如
校內有確診人士的密切接觸者，停課日數並不相同。

做法不一 家長混亂
由於學界未有一致做法，鄧振強認為這對家長而

言或會造成訊息混亂，期望教育局盡快更新復課指
引，予學校知悉在出現個案時如何處理。
被問到現時應否全港停課，鄧振強認為這須交由

教育局或更高層次的單位作專業決定，學校現時首要
做好風險管理，提醒教職員及學生遵守防疫守則，並
要做好課室活動管理，防止校內出現緊密接觸，並加
強清潔消毒。學校亦宜就不同可能出現的情況做好應
變方案，加強與師生家長聯絡，減少疑慮。

多校防疫停課 盼官方指引

香港新冠肺炎第三波疫情猛烈，8

日新增 24宗確診個案，包括 19宗屬本

地個案及 5宗輸入個案。早前已有 6人

確診的彬記粥麵和新發茶餐廳群組繼

續蔓延，當日再多 6宗確診，及 2宗初

步確診個案，當中3人為的士司機；其

中一名司機的妻女亦初步確診，其 12

歲的女兒就讀聖母書院。香港衞生防

護中心呼籲曾乘搭車牌 MB7876 及

KZ3637的士的市民，盡快與中心聯絡，以免社區大爆發。中心傳染病處主任

張竹君透露，此波疫情的患者病毒量較過往高，傳染性恐相當高，更擔心香

港整體確診人數以倍數增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

香港8日新增24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涉及
14男10女，年齡介乎31至92歲，其中五

宗為輸入個案。另同日新增5宗初步確診。至今
香港累計有1,323宗確診和一宗疑似個案。

3司機中招 1人傳妻女
19宗新增的本地個案中，出現兩大群組包

括食肆及安老院，其中食肆群組因為涉及的士
司機，有機會將病毒傳染給乘客，情況最令人
憂慮。單是8日已有6宗與“彬記粥麵美食”和
“新發茶餐廳”有關，當中3人是的士司機，1
人是司機的家人，另2人是食客。其中一名司機
已經停工一段時間，但在本月初光顧新發茶餐
廳。張竹君說，兩間食肆經常有的士司機光
顧，環境較為擁擠，可能容易傳播病毒。

第1,315宗個案、55歲男的士司機，患有糖
尿病和腎病，確診前已咳了一個禮拜，血壓、
血氧都偏低，現於深切治療部留醫。張竹君表
示，暫未知該司機是否到過兩間食肆，但與曾
光顧兩食肆的染疫的士司機相識；而且患者的
太太和12歲女兒已初步確診，女兒於聖母書院
就讀，衞生署正聯絡該校，建議停課14天。早
前確診的 58 歲男的士司機（第 1,291 宗個
案），其妻也確診。該名41歲女患者於鰂魚涌
華蘭中心百佳超市壽司部工作，她丈夫曾到過
彬記粥麵美食，但她沒有去過，相信是家居感
染。該家庭的14歲兒子（第1,295個案）日前
已確診。該超市分店當日起暫停營業3天，以便
為壽司櫃位及全店再次進行徹底清潔和消毒。

5病例找不到源頭
張竹君又指，留意到該群組連同早前確診

的的士司機，已累積有4名司機染疫，車牌涉及
MB7876及KZ3637，而正在深切治療部留醫的
司機尚未知道車牌號碼，呼籲近期乘坐有關的
士的乘客與中心聯絡。
此外，同日有5宗新增個案找不到源頭，

包括一名64歲住在坪石邨玉石樓的男子，他報
稱很久沒光顧彬記，香港衞生防護中心透過在
玉石樓收集住客深喉唾液樣本時發現此個案。
一名92歲老翁，居於慈正邨，與部分爆疫護老
院相近，但他沒到過已知有確診個案的地方。
另外3宗源頭不明個案，患者分別住在荃

灣、旺角及跑馬地。其中兩名女患者無業；31
歲男患者在皇后大道東工作，公司的兩名同事
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張竹君指，是次爆發的本地個案，患者病

徵與之前個案分別不大，以傷風、流鼻水居
多，但最近的患者病毒量十分高。“比較明顯
的不同就是，現在見到的個案病毒量好像很
高。以前病毒指數多數是30幾、20尾（數值愈
大，病毒量愈低），但現在的指數是10至20居
多，不知道是什麽原因，是因為我們找到他的
時候才剛剛發病，所以病毒量高？還是根本上
很多病毒量都很高。我們也擔心是不是他的傳
染性也很高。”

張竹君：隨時社區爆發
她續指，依照外國經驗，目前這種情況容

易爆發得很厲害，“隨時可以社區爆發，感染
人數可以倍數咁激增，一個人傳好多人”，她
認為早前較為鬆弛的限聚令等防疫措施是時候
進行收緊，但具體安排要待政府討論。她又呼
籲，住所附近有患者的居民不要等待派樣本
樽，應盡快看醫生，或者電郵聯絡中心領取樣
本樽。
輸入個案中，2宗來自印度，1宗來自哈薩

克，還有2宗個案是來自菲律賓的海員。當中一
名海員本周一（6日）抵港後由接待方安排檢
測，結果為陽性，另一海員本周二（7日）晚抵
港在亞博館留樣本，檢測呈陽性。此外，譚仔
雲南米線8日傍晚得悉彩明分店一名員工的家屬
感染新冠肺炎，為保障客人及員工的健康安
全，公司即時關閉該分店3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慈雲山港泰
護老院爆發集體感染後，住在該幢大廈附近的
居民減少外出。香港文匯報記者8日到現場巡
察，肇事安老院重重深鎖，有人員在內清潔消
毒，附近一帶的日間護理中心亦有職員在裏面
消毒。但記者發現附近的衞生環境欠佳，街坊
的防疫意識薄弱，大部分長者都沒有佩戴口罩
在附近公園乘涼、聊天、抽煙等，亦有長者在
拿到慈善組織派發的免費飯盒後，直接在公園
用膳，無視病毒傳播。

居民葉小姐表示，幸好兒子不用上課，要
不然會非常擔心，因為孩子的衞生意識薄弱，
即使有老師看管也難免有“走漏位”。她又
指，平日會帶兒子外出逛逛，但絕不會到附近
公園，避免與其他小朋友有近距離接觸，以及
碰到公園的設施。而她每次外出買餸也速去速
回，而且回家後會先洗澡，在全身清洗好後再

準備食物。

街坊：院友不戴口罩到處走
梁太表示，該區有很多護老院，經常看到

有活動能力的院友不佩戴口罩在公園遊走、抽
煙，“看到他們都避之則吉”。她又指，以前
都會光顧港泰護老院樓下的超市，但現在出現
確診個案，因此不敢光顧，擔心貨品也受環境
污染。
另一居民梁先生也表示，疫情爆發至今已

經半年，但仍經常遇見很多街坊沒有佩戴口
罩，“如果怒視他一眼好有機會被罵，因此只
好見到這些街坊的時候自己走遠一點。”也有
街坊認為，慈雲山住有大量長者，經常在公園
聚賭、下棋，部分人沒有正確佩戴口罩，認為
政府應該派人到慈雲山徹底做一次消毒和清
潔。

港泰附近居民防疫鬆懈

食肆不設防專家促收緊

■■ 薄扶林傷健營被安排為臨時新冠肺薄扶林傷健營被安排為臨時新冠肺
炎檢疫中心炎檢疫中心，，安置港泰護老中心的院友安置港泰護老中心的院友
等待檢測結果等待檢測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停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張竹君說，兩間食肆經常有的士司機光
顧，環境較為擁擠，可能容易傳播病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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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港國安公署正式揭牌運行
駱惠寧：擔當國家安全守門人 鄭雁雄：依法履職 不侵合法權益

港澳辦：堅決支持配合公署履職盡責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8日發表聲明表示，依照《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香港
國安法）有關規定，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駐港國家安全公署）於
8日成立。其對駐港國家安全公署的成立表示熱
烈祝賀，並將全力支持和配合其履行職責。
聲明表示，駐港國家安全公署是中央人民

政府派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機
構，擔負着監督、指導、協調、支持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在特定情形下依法辦理
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等重要職責，使命光
榮，責任重大。

國務院港澳辦堅決支持和配合駐港國家安
全公署依法履行職責，與日前成立的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及其他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機構各司其職，通力協作，有效
防範、制止、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和行
為，充分保障廣大香港居民的合法權益和自
由。希望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全力支持駐港國家
安全公署、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
會及其他維護國家安全機構的工作，共同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香港的長期
繁榮穩定，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香港國安委主席林鄭月娥在中央駐港國安公署
揭牌儀式上致辭時表示，國安委會盡快與公署建立
協調機制，特區政府有關機構也會在工作層面與公
署建立協作機制，加強信息共享和行動配合。林鄭
月娥認為，揭牌儀式是一個歷史性時刻，見證了香
港特別行政區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執行機制的另一個里程碑。

體現中央愛護特區與市民
林鄭月娥說，香港特區由於種種原因，回歸祖

國23年仍然未能履行為國家安全進行本地立法的憲

制義務，令香港出現了在國家安全方面“不設防”
的不幸局面。與此同時，自去年6月以來，香港飽
受暴力衝擊，社會動亂嚴重影響經濟、民生和市民
的權利和自由。

她坦言，中央從國家層面為香港特區維護國家
安全立法，是再次體現了對“一國兩制”的堅持、
對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決心，也包括了對
香港特區和市民的愛護。

“我和特區政府都期待與鄭雁雄署長領導下的
公署通力合作，各司其職，竭盡所能執行香港國安
法，履行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也讓香港
維持繁榮穩定，‘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駐港國安公署）揭牌儀式8日在香港舉行，

宣告駐港國安公署正式成立並運行。港澳辦副主任、中聯辦主任、

香港特區國安委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駱惠寧致辭表示，公署既是“香

港安全的使者”，也是“國家安全的守門人”，今天的香港已經告別國安“不設

防”的歷史。駐港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表示，作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機構，駐港國安公署將堅決依法履職，依法接受監督。

8日上午，揭牌儀式在嘹亮的國歌聲中開始，
五星紅旗冉冉升起。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

華和梁振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國安委主席林鄭
月娥，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香港中聯辦主任、香
港特區國安委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駱惠寧，與駐港國
安公署署長鄭雁雄一道，為駐港國安公署揭牌。

特定情形下管轄權 守住維護國安底線
駱惠寧在致辭中表示，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

開啟了香港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設立駐港國安公
署，是中央政府履行維護國家安全根本責任的重大
舉措。基於對香港特區的充分信任，中央授權特區
管轄絕大部分案件。中央之所以保留特定情形下對
極少數危害國安案件的管轄權，旨在為香港維護國
家安全守住底線。

港結束國安“不設防”“一國兩制”煥生機
駱惠寧強調，駐港國安公署作為中央政府的派出

機構，在香港定會嚴格依法履行職責，依法接受監督，
不會侵害任何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她是“香港安全
的使者”，也是“國家安全的守門人”。今天的香港，
已經告別國家安全“不設防”的歷史。有香港國安法保
駕護航，有駐港國安公署和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機構攜手
努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一定能夠得到有效防
範、制止和懲治，“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一定能夠
不變形、不走樣，不斷煥發新的生機。
鄭雁雄在致辭中指出，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和實

施，是中央為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維護香
港國家安全和人民福祉作出的重要決定。作為中央
人民政府駐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機構，駐港國安公署
將堅決依照法律規定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行使
相關權力。駐港國安公署將依法加強與香港中聯
辦、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駐港部隊的工作聯繫
和工作協同，依法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
委員會及有關機關建立協調、協作機制。駐港國安
公署也將嚴格依法履行職責，依法接受監督，不侵
害任何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
鄭雁雄表示，真誠歡迎香港各界大力支持駐港

國安公署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共同維護好國
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推動“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促進香港繁榮穩定。

林鄭月娥：盡快建工作協作機制

■■駐港國安公署在香港揭牌駐港國安公署在香港揭牌。。 香港特首辦香港特首辦

■■揭牌儀式在嘹亮的國歌聲中開始揭牌儀式在嘹亮的國歌聲中開始，，
五星紅旗冉冉升起五星紅旗冉冉升起。。 新華社新華社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和梁振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國安委主席林鄭月娥，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香
港中聯辦主任、香港特區國安委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駱惠寧，與駐港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一道，為駐港國安
公署揭牌。 新華社

政界：穩妥實施國安工作 保港安定安全安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家好）中央駐港維護

國家安全公署8日早上於銅鑼灣維景酒店舉行揭
牌儀式，多名香港政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設立國安公署能穩定香港亂局，在國家層
面上給予特區政府專業的意見，令香港特區政府可
穩妥實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及強化
執法力量，充分保障香港安定、安全、安寧。

盧瑞安：守港維護國安底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表示，國安公署是

“國家安全的守門人”，亦是配合香港特區建立
健全維護國家安全執行機制中的重要一環。他認
為，國安公署與國安委互相配合，能大大提高維
護國家安全工作的效率，強化執法力量，守住香
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底線。

盧瑞安重申，香港國安法清晰地規定國安公
署必須保障人權、嚴格依法履行職責及依法接受
監督，相信公署的工作，不會影響到香港的普通
市民。

陳勇：令港人過上安心生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表示，國安公署是香

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守護神”，可以令香港
盡快恢復法治、和平及穩定，令市民過上安心的
日子。
他認為，國安公署屬國家層面的機構，但有

市民認為其功能如同當年的廉政公署，對穩定香
港亂局、壓制叛國及黑暴等問題起到大作用。國
安公署如今正式亮相，令市民看到活生生的機
構，加上與國安委的緊密配合，相信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防止嚴重危害國安的罪案發生，及嚴懲犯
罪有關人等。

顏寶鈴：執法必能精誠合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表示，國安公署的

設立令人感到鼓舞，因為香港特區從來沒有處理
過有關國家安全的事情，而國安公署是“香港安
全的使者”，對國家安全的知識、層次及經驗都
較香港特區為高，因此國安公署可以在國家層面
上給予特區專業的意見、支持及支援，令香港特
區政府能穩妥實施維護國家安全工作。
她相信，國安委與國安公署在未來的執法中

必定能夠精誠合作，密切配合，充分保障香港的
安定、安全和安寧，令社會達到和平、和諧及和
祥。

公署職責
1.分析研判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安全形勢，就維護國家安全重大戰
略和重要政策提出意見和建議

2.監督、指導、協調、支持香港特別
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

3.收集分析國家安全情報信息

4.依法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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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銀行結餘由
今 年 4 月 的 約
540億港元，增
至10日約1,606
億港元。

4月 7月1月

港匯同樣由今年
4月中開始，持
續於 7.75 強方
兌換上限徘徊。

香港銀行結餘年初一直維持
約500億港元水平。

港匯今年2月一
度跌穿7.79。

港匯及銀行結餘顯示
4月起資金持續流入香港

億元每美元兌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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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電報道稱美國曾討論透過衝擊香港聯匯制度作為制裁中國

的手段之一，不過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金融市場表現穩

定，港匯8日更兩度觸發強方兌換保證，促使香港金管局兩度入

市共注資136.63億港元，反映資金持續泊港及市場對聯匯的信

心。綜合多個分析皆認為，美國若出此舉將損害美元全球地位，

並令美股急瀉，相信措施不可能落實。分析更預期，港匯年內將

企穩強方兌換保證區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懶理美威嚇 資金湧港撐聯匯
金管局再接錢136.6億 兩個半月流入1064億

美國多次揚言將對所謂“削弱香港
自治”的人士和企業作出制裁，

彭博8日引述消息指，美國國務卿蓬佩
奧的顧問曾討論透過削弱香港聯匯制
度以“懲罰中國”，包括限制香港銀
行買入美元的能力。不過有關建議遭
到美國政府內其他人士強烈反對，主
要擔心措施實施後，受影響的不是中
國，反而是香港銀行及令美國受到傷
害，因此將有關建議排在制裁措施清
單中較後的位置，據悉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最終未有將有關建議交到白宮高
層會議中討論。

銀行結餘增至1605.96億
事實上，市場對美國的各種威嚇

已經免疫，無論是8日或自香港國安法
啟動立法以來，港元都表現持續強
勢，促使金管局連續3日入市。8日港
匯兩度觸發7.75強方兌換保證，促使
金管局分別注資21.93億港元及114.7
億港元，銀行體系結餘料在10日將會
增至1,605.96億元。換言之，銀行體系
結餘由今年 4月 20日的 541.26 億港
元，短短兩個半月來增加了1,064.7億
元。

截至8日晚8時，港匯報7.7501。
另外，在市場流動性增加下，與供樓
按息相關的 1個月拆息跌至 0.39179
厘，為2017年6月以來低位；3個月拆

息亦跌至0.67036厘。
渣打大中華區高級經濟師劉健恒8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
雖然香港銀行體系總結餘增加下令港
美息差收窄，不過在新股招股仍暢
旺、上市公司派息潮，以及內地及香
港股市炒上吸引資金流入等因素下，
短期而言仍利好港匯走強，料港匯年
內大部分時間將徘徊在7.75至7.8強方
兌換保證區間。

衝擊聯匯美亦付大代價
AxiCorp首席全球市場策略師Ste-

phen Innes認為，若美國財政部透過限
制美國銀行向香港和中國的銀行提供美
元資金，中國亦可以透過對美國國債和
股票在內的美國資產進行反制措施，屆
時其他地區聯匯制度的穩定亦會受到波
及，並導致以美元為基礎的全球金融生
態系統出現難以想像的不穩，最終可能
會導致美股遭到大規模拋售，認為有關
情況是美國大選前白宮不想看到的情
況。

西班牙對外銀行首席亞洲經濟學
家夏樂則表示，如果美國透過削弱香
港聯匯制度以“懲罰中國”，可能造
成中美完全脫鈎的風險，除了在技術
層面上難以施行，就算實施亦會對美
國造成很大傷害，他形容美國有關建
議是一個“核選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
有報道指，美國有意打擊香港的聯
匯制度，或將限制香港銀行買入美
元，以達到“制裁”香港的目的。
光大銀行香港分行資金業務總經理
兼聯席主管顏劍文以“七傷拳”來
形容這個主意，特朗普會“傷敵
前、先傷己”，恐會累及美元霸權
地位，故相信實行的可能性甚低。
事實上，消息傳出後港元仍保持強
勢，顯示市場對港元的信心牢固。

將顯著損害美元流通性
顏劍文指出，美國境外地區願意使用美元，有助保持美元

“一哥”地位，美國將能從中受惠。尤其是香港作為世界三大

金融中心之一，也是全球第三大美元外匯交易中心，香港金融
機構眾多，且美元使用量龐大，若美國貿然限制美元在港使
用，將顯著損害美元流通性，甚至引來一連串金融震盪，對兩
地均會造成負面影響，相信美國會謹慎評估。

澳新銀行駐香港的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楊宇霆也說，美國
若宣布香港或中國不能進行美元交易，無異於中美“完全脫
鈎”，故出現的可能性十分小。他不相信此建議是美國政府
的主流觀點，因一旦對美元交易進行制裁，美國的銀行和跨
國企業的利益可能受損，股市可能暴跌，並且會引來內地的
反制措施。

損害全球跨國公司利益
凱基證券分析師陳樂怡亦稱，香港有很多美資企業，而且

美元的最重要價值在於其流動性，若聯匯制度受限，也會動搖
美元的流動性價值，不僅損害香港，也會損害美國利益。

分析員分析員：：特朗普未傷人先傷己特朗普未傷人先傷己

■■分析認為美國如打擊分析認為美國如打擊
香港聯匯制度香港聯匯制度，，將會將會
““傷敵前傷敵前、、先傷己先傷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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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

道）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和美國亞洲協會

共同舉辦的中美關係視頻對話8日舉行，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嚴斥美方有人

破壞中美關係。他表示，中美關係攸關

兩國和人類的前途命運，不能被極端分

子所綁架，不能讓他們把中美關係帶進

死胡同。他展望中美走向合作的大勢是

擋不住的。

中美合作大勢是擋不住的
樂玉成：兩國關係攸關人類前途命運 不能被極端分子所綁架

樂玉成指出，美國真正的敵人不是中國，而是
看不見的病毒和越來越多的非傳統安全挑

戰。進入新世紀發生的多次全球性危機，給美國
和世界造成重大損失，但根源都不是傳統的大國
對抗或地緣政治衝突，而是恐怖主義、金融風
險、各種病毒等。

全面否定中美關係不符事實
樂玉成援引數據稱，中美關係為兩國人民帶

來沉甸甸、看得見的好處。過去40多年僅雙邊貿
易就增長250多倍，中國是美國最重要的出口市場
之一，支撐了美國內約260萬個就業崗位。累計
7.25萬家美企在華投資興業，絕大多數都賺了大
錢。
他稱，更不用說中美關係為應對全球性挑

戰、促進亞太和世界和平發展所發揮的舉足輕重
的作用。因此，全面否定過去40年的中美關係，
說什麼“對華接觸政策”失敗了，美國吃虧了，
這完全不符合事實，也站不住腳。

樂玉成強調，中方無意干涉美國大選，倒是
美國有些人一個勁地打中國牌，指責中國干涉美
內政、影響美大選，這對中國很不公平。他指
出，中美誰也改變不了誰，不要將中美關係意識

形態化。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執政黨，是歷史和
人民的選擇，受到14億人民的堅定擁護和支持。
任何割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血肉聯繫的企圖
都是徒勞的。當年中美《上海公報》明確寫着
“中美社會制度有着本質的區別”，但這並沒有
影響我們建立和發展兩國關係。48年後的今天，
這種區別仍然不應成為中美深化合作、邁向未來
的障礙。

事關國安中方不容外來干涉
談及台灣、香港、涉疆、涉藏等問題，樂玉

成表示事關中國主權安全，中方絕不容許任何外
來干涉，堅決反對美國在香港國安立法問題上對
中國無端指責並實施所謂制裁。
樂玉成強調說，制訂國家安全立法是一國主

權行為，是國際通行做法。美國國家安全立法有

20部之多，而且還在不斷強化，他反問為什麼中
方就不能做呢？

樂玉成表示，中國立法聚焦打擊的是極少數
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此舉不會影響香
港的高度自治，不會影響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
由，也不會影響外國投資者在香港的正當權益。
有了國安法的香港只會更穩定、更繁榮、更有吸
引力。香港的未來一定會更美好。

關於中美關係的未來，樂玉成表示，儘管現
在烏雲密布，但天塌不下來，太陽總是要出來
的，中美走向合作的大勢是擋不住的。中方願始
終本着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
神，與美方共同建設一個協調、合作、穩定的中
美關係。相信中美兩國人民有足夠的理性和智
慧，找到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文化背景的兩個大
國在這個星球和平共存、互利共贏的相處之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
針對美國近來種種霸權行為，中國外交部副
部長樂玉成在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和美國亞洲
協會共同舉辦的中美關係視頻對話會上說，
中美競爭不應是“零和遊戲”，所謂為打壓
中國不惜付出“成比例代價”的思維很危險。
美方嘴上一直講市場精神、公平競爭，但行
動上卻是“武大郎開店——不容大個兒”，
不允許別人比自己更優秀、更有競爭力。
樂玉成表示，中國在自身快速發展的同

時，對世界的貢獻有目共睹，連續多年對世
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對全球減貧貢
獻率超過70%。對中國這樣一個名副其實的
“優等生”，美國不僅不認可，還不遺餘力
地打壓遏制，甚至在人文交流領域也越來越
歇斯底里，監控學者，驅趕記者，抓捕留學
生，關閉孔子學院，讓人懷疑麥卡錫主義是
不是又回來了。他特別提及華為稱，這樣優
秀的中國民營企業，美方不是想着用更好的
產品把華為比下去，而是借口“國家安全”
不擇手段把競爭者打下去。
樂玉成強調說，多邊主義、全球化是大

勢所趨，全球合作是人心所向。各國利益相
互交融，試圖排除中國、搞“平行體系”，
人為分割兩個市場、兩個產業鏈，是開歷史
倒車。針對中國搞小集團、逼迫他國選邊站
隊，更不得人心，許多國家對此很反感。中
國廣交朋友，廣結善緣，致力於促進互聯互
通，共建“一帶一路”，同所有國家平等相

待，友好合作，不可能被孤立，中國14億人的大市場也
不可能被排斥。在一個日益網絡化、數字化的世界拉圈
子、搞分裂，是多麼可笑，注定不可能成功。

人們需要口罩不需要戰鬥機
樂玉成指出，面對百年大災疫，人們最需要的是

N95口罩，而不是F-35戰鬥機。病毒無國界，疫情面
前無贏家。大敵當前，美國不能錯把戰友當對手，以
鄰為壑，相互消耗，而應同中國和世界各國一道合作
抗疫，共克時艱。

美
國
是
﹁武
大
郎
開
店
不
容
大
個
﹂

■■樂玉成展望樂玉成展望，，中美走向合作的大中美走向合作的大
勢是擋不住的勢是擋不住的。。圖為美國機械設備圖為美國機械設備
參展商參展商CATCAT公司亮相公司亮相20192019年於上海年於上海
舉行的第二屆進博會舉行的第二屆進博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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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曾任華航、中鋼董座的江耀宗
，2016年10月上任高鐵董座，為虧損嚴重的高
鐵喊出 「開源節流」，誓言為高鐵打造下一個
黃金10年；翌年還傳出他帶頭減薪，總座也跟
進，不過，他本人對此 「美事」竟意外低調，
也不透露減薪幅度。

近日接獲爆料得知，當年被外界視為首開
泛公股企業先例樹立的自砍薪 「典範」，原來
內藏玄機，減薪其實是應交通部要求，遵照
「公股民營事業董總薪資上限」辦理。

以高鐵未變公股民營事業前董座年薪約千
萬元並扣除董監事酬勞後估算，江耀宗原可領
70多萬元月薪砍逾半、大減超過35萬，孰料上
有政策、下有對策，高鐵另編每月平均35萬元
獎金，恰好可 「補回」減薪，等同仍可維持月
領70萬、一年8百多萬元水準。

雖遭外界質疑 「這算哪門子減薪？」，高
鐵僅低調回應，一切依規定辦理且經董事會通
過。

董總大幅減薪 竟是美麗假象
一度面臨破產危機的高鐵，在政府2016年

挹注300億推動財改後，高鐵泛公股比例超過6
成，加上政府對高鐵延長特許期35年，讓高鐵
折舊攤提負擔大減，加上運能逐年提升，高鐵
不但死裡逃生，獲利更年年成長。

身為官派董事的江耀宗，也在高鐵泛公股
比例超過6成後順利接任董座。

據悉高鐵在五大原始股東時代，董座年收
入最高可達1千1百萬元，但政府出手救回高鐵
後，為免公股民營事業養 「肥貓」，認為薪資
應循 「交通部派任或推薦至公股民營事業及其
轉投資事業之董事長、總經理薪資標準規範」
（簡稱公股民營事業董總薪資規範）辦理，高
鐵董座每月固定薪資上限35萬3376元，總經理
34萬5524元。

江耀宗和總經理鄭光遠隨後配合減薪，據
調查，江月薪從70多萬元減為35.31萬，鄭則從
約70萬減為32.1萬元；意想不到的是，遭減的
薪資幾乎全以獎金補回，高鐵董、總的年收入
其實領得和減薪前差距不大。

以江耀宗為例，月薪35.31萬，年薪423.72
萬，獎金卻和年薪一樣多、高達 423.72 萬元，
全年收入847.44萬元，平均每月所得70.62萬；
至於鄭光遠，減薪後年薪385.2萬元，但計入獎
金後，全年收入為770.4萬元，獎金和本薪 「正
巧」都是385.2萬。

據了解，江耀宗和鄭光遠的獎金數額連3年
都差不多，2017年和2018年更 「正巧」都是相
同額度，對此高鐵宣稱，發放給董、總的獎金
是依公式計算而來。

和獲利脫鉤 高額獎金有如平行世界
但根據高鐵資料，若未計平穩額度費用的

稅前淨利，高鐵在 2017 年獲利約 103 億、2018
年 127 億、2019 年 143 億，稅後淨利在 2017 年
則約53.34億、2018年107億、2019年80.1億，
獲利連3 年都有起伏，江耀宗、鄭光遠卻能領
到 「趨近相同數額」的獎金入袋。

面對質疑獎金如何計算，高鐵則不願透露
細節。

不具名知情人士指，交部及鐵道局接獲檢
舉後，相當詫異有此 「巧門」，但薪資規範僅
要求 「獎金不可超過本薪」，因此就算高鐵用
獎金補足減薪，但獎金和薪資各半並未違反規
定。

該不具名知情人士批評，高鐵董、總領高
額獎金雖不違規，但高鐵聯貸案仍舉債逾2700
億，加上政府金援高鐵用的還是人民納稅錢，
江耀宗全年獎金可領逾 400 萬，給人觀感實在
很差。

不過，也有鐵道界不具名人士替江耀宗叫
屈，指高鐵近年在江的領導下獲利增加，甚至
發行公司債清償聯貸債務並省下逾7 億利息，
高鐵董座即便固定薪資加上獎金破800萬元，其
實也不是特高，跟華航董座年薪差不多，不算
離譜。

董座收入直逼華航 比台鐵高出逾3倍
華航董座去年本薪約620萬，加上獎金、特

支費、業務執行費用等全年約200多萬，年收入
至少820萬，但華航並非交通部投資的公股民營
事業，不適用公股民營事業董總薪資規範。

另與高鐵同為軌道事業單位的台鐵局，因
屬公務機關，台鐵局長本薪合併專業加給、主
管加給等，總計月領11萬5310元，即使加上年
終獎金等，年薪也不到200萬元，相較僅高鐵董
座1/4， 「薪酸」不少。

交通部官員對此回應表示，高鐵因政府增
資且延長特許期協助高鐵營運，具高度公益性
，雖薪資結構未違反相關標準，但獎金額度應
思考合理性及社會觀感。

高鐵則回應，江耀宗2016年10月就任後，
當時薪酬係經董事會核議比照先前歷任董事長
標準支薪，後來交部來函要求依公股民營董總
薪酬上限辦理，董事會也在翌年決議，將江的
薪酬調整至符合交部規定範圍，並溯及自江就
任日起算。

另鄭光遠雖非屬交部正式推薦或派任人選
，但基於公司治理考量並徵得鄭同意後，亦配
合調減薪酬。

高鐵：董總薪水均按交通部規定辦理
由於高鐵董總獎金幾乎與本薪相同，等於

績效獎金可領12個月，因一般公股民營企業董
總績效獎金多比照公司發放獎金規則，領的月
份與員工一致，高鐵董總則等同可領到12個月
績效獎金，是否也與員工相同？交通部今(7/9)
回應，這幾年高鐵公司經營績效良好，得肯定
，但交通部針對董總薪水早已要求依據公股民
營事業董總薪水上限處理，已請鐵道局了解高
鐵公司對獎金有無按照規定給付。

高鐵公司今(7/9)聲明表示，自交通部2016
年12月要求公司依照該部所定薪酬標準核給董
事長及總經理薪酬起，董事長及總經理之薪酬
均已遵照交通部規定辦理，並於近年公司年報
如實揭露總年薪，並無假減薪情事，至盼社會
大眾給予遵法循規之企業公平對待與正確理解
。

高鐵指出，董事長江耀宗2016年10月到任
以來至今年6月底，公司營收、獲利大幅成長，
不僅提前清償銀行借款超過900億元、公司市值
大幅躍升89%、逾2仟億元，股價亦遠優於同期
大盤漲幅之 29%；2018 年起更連續三年獲選
「公司治理評鑑」前5%優良企業，證明台灣高

鐵在運營、財務、公司治理、企業社會責任各
方面之努力，成效卓著。公司亦曾委託外部顧
問公司Willis Towers Watso（韋萊韜悅）進行薪
酬競爭力市場調查，董事長與總經理薪酬皆低
於市場上相同職務之中位數。

林佳龍：獎金行之多年 會請高鐵檢討薪
資合理制度

不過據悉，由於高鐵每年公布年報中僅有
董事長總年薪，並無薪資結構，外界並不知道
獎金可佔總年薪一半比例，甚至高達400萬元。

交通部長林佳龍今下午視察郵局演練銷售
三倍券受訪時表示，高鐵公司先前為民營公司
，現在公股佔多數，也根據這樣改變，有對董
總薪資有相關規定和加以落實，獎金過去也行
之多年，都有請高鐵公司檢視，高鐵這幾年營
運有比較好的業績，如何落實薪資合理制度，
也會請高鐵公司進行檢視。

董總獎金以三節佔多數 鐵道局：將請高
鐵公司說明

高鐵董事長、總經理獎金與本薪幾乎一樣
高，等同年領12個月獎金，其中有8個月的名
目為固定的三節獎金，包括春節4個月，端午2
個月、中秋2個月，另外還有3個月績效獎金，
以及1個月不休假獎金，加起來共12個月。員
工則無三節獎金，但職福會有發放三節禮券，
績效獎金則以考績考量，從0到最高3.5個月，
另有春節年終獎金2個月，合計最高可領5.5個
月，不過，領到5.5個月獎金的員工為少數，多
數員工共領4個月居多。

至於交通部要求鐵道局了解高鐵董總獎金
制度是否合理一事，鐵道局回應，將遵照交通
部指示，請高鐵公司說明獎金發放規則，以及
董、總跟一般同仁獎金差別，再進行後續檢討
及評估。

【高鐵肥貓】董座爆 「假減薪」 ！
8百萬年薪砍半竟領423萬獎金補回來

（中央社）42歲陳小姐去年10月底確診二
期乳癌，左側乳房腫瘤近4公分，醫師建議以乳
房全切除方式治療，讓愛美的她既恐慌又害怕、
遲遲無法下決定，而收治病例的台北榮總乳房醫
學中心利用 「醫病共享決策樹」，陳小姐透過此
平台了解治療利弊、自行排序在意因素等，順利
做出適合選擇，也成功保住乳房。

台北榮總乳房醫學中心建立醫病共享決策輔
助工具 「醫病共享決策樹(SDM Tree)」，彙整早
期乳癌到晚期乳癌患者面臨治療的決策困難；乳
房醫學中心主任曾令民說，乳癌患者會需要即刻
做出許多選擇，面臨是否開刀、切除乳房時能否
留下乳頭、乳暈或是開刀安全性評估、藥物治療
和未來復發率等疑問。

曾令民指出，透過醫病共享決策樹，患者可
透過網路平台進行自我調查，了解不同手術的優
點、合併症、缺點、手術時間、恢復期和外觀，
接著思考自己最在意的因素，將著重生活品質、
費用的考量、擔心留下疤痕或疼痛等因素做排序
，再測試自己是否清楚手術可能產生的問題，將
此資料帶進診間和醫師討論評估，共同決定出最

有利的治療方式。
陳小姐說，當時在診間被告知罹癌時，既恐

慌又害怕， 「即便是再理性的人都無法思考」，
且對醫師所說的化療、乳房全切等治療方法一概
不了解，回家上網查到大量資訊，讓她更加害怕
；但透過共享樹，在App上成功了解各項治療利
弊、理解所有狀況，再與醫師討論後，就決定先
以化療再評估手術方式。

最後，陳小姐化療順利完成，僅以局部切除
方式完成治療，成功保住乳房。陳小姐說，透過
共享樹患者可明確知道未來情況，也清楚了解自
己在意的點是什麼，且患者如可先行了解治療資
訊，醫病溝通會更加順暢。

台北榮總乳房醫學中心主治醫師趙大中認為
，醫病共享決策樹選擇出的結果不是0和1，而
是從患者自行做出的回答結論中，了解自己真正
需求，國內年輕乳癌患者越來越多，年輕女性罹
乳癌會被工作、家庭、生子等因素影響到抉擇困
難，但醫病共享決策樹能提前給予充足資訊，降
低患者恐慌，提升治療意願。

42歲女罹乳癌怕全切
用 「醫療共享決策」 成功保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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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中華郵政7月15日起全台1299
間可直購紙本 「振興三倍券」，由於目前僅約1
千萬人預購三倍券，剩餘仍有將近1300萬人尚
未領取，中華郵政也繃緊神經應戰，預估一天
最大處理量為60萬件，要20天才能處理完，除
將比照口罩實名制採身分證單雙號分流購領外
，今下午由交通部長林佳龍督軍實地演練，動
員百人壓力測試，演練3大狀況題，另中華郵政
也規劃推出 「寄卡後領」等備案分流，最快下
周公布。

中華郵政總經理江瑞堂表示，目前超商跟
電子支付到今天中午為止有1030萬人申購，全
台有2397萬人，也就是還有1340萬人尚未申購
三倍券，未來郵局面對很大壓力，郵局初估一
件申購約要處理2.5分鐘，也就是郵局一天處理
量約60萬件上下，要20天以上才能處理完。

江瑞堂表示，中華郵政因此採取必要措施
，如果顧客放心，可以把健保卡和錢交給櫃台
，窗口人員將會按照順序處理，顧客一到二小
時後再回來領，有很嚴謹處理程序，可減少顧
客等候時間，民眾可安心來郵局，郵局會在約
定時間內把它處理好，希望透過這樣方式，加
上透過設備全開、加派人手全力處理。

比照口罩實名制 依身分證末碼單雙號分
流購領

為避免郵局出現大量排隊購領人潮，中華
郵政將比照口罩實名制，民眾須依照身分證字
號末碼 「單雙號分流」購領，身分證末碼為1、
3、5、7、9者，可在周一、周三、周五購買，
身分證末碼為2、4、6、8、0者，可在周二、周
四購買，至於周六則不限單雙號，皆可購買，

也可幫親友代購，每人限代購5 份，以
代理者身分證末碼為分流依據，民眾需
帶健保卡、1 千元現金和身分證等證件
前往領取，。

中華郵政也規劃推出 「寄卡後領」
等備案分流，中華郵政副總郭純陽表示
，目前僅有1 千萬人預購三倍券，還不
到全台人口的一半，剩下的將近1300萬
人若都要郵局來領，恐怕壓力不小，因
此中華郵政也規劃輔助分流方案，包括
寄卡後領，民眾若很急無法排隊，可以
先把卡片和現金交給櫃檯，將有專辦窗
口可協助，辦妥後再來領取，但並非每
個郵局人力都可以做到，將因地制宜推
出，如果方案確定，預計下周就可公布
，透過該分流輔助方案避免排隊人潮擠
爆郵局。

為迎戰7月15日起恐有千萬人潮到
郵局直購三倍券，中華郵政也嚴陣以待
，林佳龍今更親自督軍，視察中華郵政
演練三大情境，包括領券規劃和引導、
人潮爆量情況，以及過號和爭議處理。

林佳龍：前半個月為高峰期 我將在8月初
到郵局領取

林佳龍受訪時表示，防疫國家隊郵局站在
第一線，半年來包括酒精口罩配送使命必達，
這次由承擔振興三倍券重責大任，要確保大家
能領到，又要能確實有效率，開過無數次會議
，對中華郵政同仁辛苦準備，他表達慰勉，但7
月15日起購領三倍券，會有偶發和突發狀況，
要掌握可能變數，擬定標準作業程序，包括動

線人潮和爭議解決等實地演練，也已請郵政公
司要組成應變小組，並事先宣導讓大家預約分
流，按照身分證和平假日等，選擇適合時間領
取。

林佳龍坦言，7 月 15 日除開放領購三倍券
外，也是中低收入戶和身障朋友領取補助的日
子，加上郵局有平常的業務，人潮會較多，如
何主動徵詢了解消費者辦理業務和引導分流，
相當重要，特殊狀況要有專人處理，不會干擾
動線順暢，透過演練可以把很多可能變數掌握

，也落實應變機制。
林佳龍也呼籲，國人務必分流，按身分證

號碼和預約分流領取，或盡可能使用數位三倍
券，減輕郵局實體券負荷，預估上路後會有半
個月密集時間，但三倍券銷售可到年底，將近6
個月時間， 「因為郵局銷售三倍券是交通部督
導業務，因此他規劃要去體驗一下，我自己想
挑8月初再來領，等人潮高峰過了」。林也強調
民眾響應 「我OK，你先領」，民眾一定領得到
，因為有半年時間。

【【三倍券三倍券】】防千萬人擠爆郵局防千萬人擠爆郵局！！研擬研擬 「「寄卡後領寄卡後領」」 備案備案

估估2020天才可處理完畢天才可處理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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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暨金城銀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暨金城銀
行捐贈醫療口罩行捐贈醫療口罩回饋社區回饋社區 ((上上))

休士頓華僑文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陳奕芳主任教服務中心陳奕芳主任、、北美洲北美洲
台灣商會聯合總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暨金城銀行董事會名譽總會長暨金城銀行董事
長吳光宜長吳光宜、、休頓台休頓台灣商會會長張智嘉灣商會會長張智嘉、、顧問周顧問周
政賢政賢、、西南管理委員西南管理委員會主席李雄會主席李雄、、老人協會會老人協會會

長趙婉兒等參加盛會長趙婉兒等參加盛會

笫五區警長笫五區警長 Ted HeapTed Heap 捐贈醫療口罩捐贈醫療口罩證明臺灣證明臺灣
的防疫實力的防疫實力；；除了對耆除了對耆老和弱勢團體提供協助老和弱勢團體提供協助

，，更希望能對消除種族對歭做出貢獻更希望能對消除種族對歭做出貢獻

國會議國會議 Al GreenAl Green 這次捐贈口罩的行動這次捐贈口罩的行動
代表在美國的代表在美國的臺灣僑胞對社區的關懷臺灣僑胞對社區的關懷

台北經濟文化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協調並連繫捐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協調並連繫捐
贈口罩贈予休士贈口罩贈予休士頓市政府頓市政府、、國會議員和警消人國會議員和警消人

員等員等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暨金城銀會名譽總會長暨金城銀
行董事長吳光宜行董事長吳光宜，，以遵循台灣商會以遵循台灣商會的傳統精神的傳統精神
，，發揮救急救難發揮救急救難，，人饑已饑的精神人饑已饑的精神。。 經過幾個經過幾個
月的努力月的努力，，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共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共募集超募集超

過百萬美元過百萬美元，，訂購近千萬個口罩訂購近千萬個口罩

金城銀行金城銀行於七月於七月七日在休士頓僑教中心捐贈七日在休士頓僑教中心捐贈
口罩給多家療養院口罩給多家療養院

休休 士頓台灣商會士頓台灣商會訂購由台灣訂購由台灣企業所製造的醫療企業所製造的醫療
用口罩用以捐贈給療養院用口罩用以捐贈給療養院、、弱弱勢團體及第一線工勢團體及第一線工

作人員作人員。。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捐贈醫療口罩捐贈醫療口罩
給第一線抗疫人員給第一線抗疫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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