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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全球新冠肺炎疫
情持續惡化，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
，10日新增確診病例高達228,102人
，再創新高。

路透社報導指出，全球10日新
增確診中，以來自美國、巴西、印
度以及南非最多，而10日單日確診
紀錄刷下先前4日的212,326人，至
於染疫致死人數持穩，約每天5000
人。另外，根據路透社統計，本月8

日全球染疫確診病例數已突破1200
萬例，疫情爆發7個月已奪走55萬
5000多人性命。

而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統計
，在全球單日新增確診最多的 4 個
國家中，仍以美國為最高，其 9 日
單日確診就來到 6.3 萬，打破 7 日 6
萬的紀錄，再創新高。至於在通一
時間內，巴西單日確診為4.2萬、印
度為2.6萬，南非為1.3萬。

WHOWHO：：全球單日新增逼近全球單日新增逼近2323萬萬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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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州長艾伯特宣稱聯邦政府對休斯敦地
區之緊急救援將于近日到達，其中包括國防部
軍方醫療救難隊伍八十五人，將于週一抵達休
斯敦展開援救工作，州長說他十分感謝川普總
統對德州抗疫的特別援助，我們將和各地方政
府全面協調，對抗病毒的來襲。

過去兩週來，休斯敦已經成爲全美之重災
區，週五單日就有412個確診者，五人死亡，
全市共有26012人碓診，市長特納警告，我們
正在往反方向而行，我們一定要把碓診人數控
制在每天叁百人以下，德州之新冠疫情事實上
已經失控。

全美各地的疫情也不斷惡化之中，其中最
主要的原因是全國商業、餐飲、海岸娛樂之開
放，加上個人防護工作不夠，當然是病毒捲土

重來的最大原因。
遺憾的是，當前世界可說是群龍無首，中

美兩國共同難題矛盾加深，印度邊境紛爭未息
，南海軍事沖突可能一觸即發，美國退出世衛
組織，大國政要每天在相互指責，對疫情之泛
濫漠不關心，這是從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國際秩
序最混亂的時刻。

我們強力呼籲大家要非常嚴謹的做好個人
之防護工作，包括勤洗手、戴口罩、社交距離
， 更請照顧好老弱婦孺，值此非常時期，健康
是大家最重要的資産。

雖然目前我們處于內憂外患及病毒侵襲之
艱難時刻，大家還要堅定信心，美國仍然是一
個偉大的移民國家，我們要再發揮同舟共濟之
精神，共同努力去改變現況，讓美國再美麗。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77//1111//20202020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announced yesterday
that additional federal resources are headed to
Houston, Texas, to combat the coronavirus. The
resources include an Urban Area Medical Task
Force and a Disaster Medical Assistance Team.
According to Abbott, the Urban Area Medical Te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will arrive in
Houston on Monday, October 13. The 85-soldier
task force unit is composed of medical
professionals from the Army Reserve.

Within the last few weeks, Houston has become a
hot spot for the coronavirus. The Health
Department reported 412 new cases on Friday,
bringing the city’s total to 26,012
confirmed cases.

Mayor Turner said we are head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The city
needs to bring the cases down to
under 300 per day. He said
COVID-19 in Houston and in the
State is out of control. What we do
today and in the next few weeks
will be critical to getting back to a
manageable state.

The whole nation is fac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because we
let businesses open too soon.
People didn’t wear the masks or
practice social distancing. Most
young people didn’t take it
seriously.

Regrettably today, the world is in chaos. Leaders of
the nation have tried to blame the problem on each
other withou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virus.

We are urging all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please
take care of yourselves and use the CDC
guidelines to wear the mask and keep the social
distance, wash your hands and protect your
family --especially the elders and the children.

We love America as our home. We believe that we
need to keep united as a nation to change the
country.

America will still be beautiful.

Is America StillIs America Still
Beautiful?Beautiful?

美國還美嗎美國還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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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多名G20相關人士透露，二十國集團（G20）已朝著事實上允許代替現金的結算
工具“數字貨幣”的方向，啟動了協調，預計10月將全面開始探討防止洗錢等監管措施。
G20此前擔憂美國社交網站巨頭臉書計劃發行的“Libra”的影響力，一貫制約民間企業的動向，
但由於各國央行也加速了導入計劃，因此將轉換方針，國際上圍繞數字貨幣的討論也開始進入新
局面。

臉書去年發布的Libra計劃受到世界各國的強烈反對，曾表態參加的主要企業陸續退出。另一

方面，中國政府開展了“數字人民幣”試運行，柬埔寨央行爭取年內導入等，國家層面的行動變
得具體起來。曾經態度謹慎的美國也啟動了討論，G20不得不進行應對。

日本央行2日發布了關於數字貨幣的報告，計劃將開展實證試驗。若能實現，被期待會減少
匯款手續費等；但如何應對不能熟練使用智能手機等終端的老年人們，也將成為課題。

據報導，G20財長和央行行長18日將在線召開定期會議，確認數字貨幣等主要議題的今後的
討論安排。

（綜合報導)樸元淳的葬禮在首爾大學醫院以首爾
特別市葬的規格舉辦，為期5天。公眾可以於11日前
往首爾市政府，在政府大樓前設置的焚香所弔唁。

首爾市長樸元淳7月10日凌晨意外去世後，韓國
政界、公民團體、宗教界等各界人士11日紛紛前往設
在首爾大學醫院的靈堂表示哀悼。

據韓聯社11日報導，韓國總統文在寅、國會議長
朴炳錫、經濟副總理兼企劃財政部長官洪楠基當天向
靈堂送花圈弔唁。執政黨共同民主黨議員、首爾市教
育監曹喜唁和聯合國前任秘書長潘基文等政界人士，
以及慰安婦受害者援助團體的有關人士也來到靈堂弔
唁。此外，大韓佛教曹溪宗和園佛教等宗教界人士也
紛至沓來。

樸元淳的葬禮在首爾大學醫院以首爾特別市葬的
規格舉辦，為期5天，7月13日出殯。公眾和媒體記者
不能進入靈堂。公眾可以從11日上午11時起前往首爾
市政府在市政府大樓前設置的焚香所弔唁。

9日下午5時17分許，警方和消防部門接到樸元淳
女兒報案後開展搜尋工作。 10日0時1分許，樸元淳
被發現死於首爾市北嶽山一帶。他在遺書中寫到，向
所有人致歉，向曾陪伴同行的所有人致謝，對自己只
給家人帶去痛苦深感愧疚，希望能將他的屍骨火化並
將骨灰撒在父母墓地，願君安好。

目前樸元淳突然死亡的原因仍不清楚。韓國媒體
指出，可能與事發前一天樸元淳前秘書提出的性騷擾
指控有關。

土耳其總統廢除聖索菲亞大教堂土耳其總統廢除聖索菲亞大教堂
博物館地位博物館地位，，改為清真寺改為清真寺

GG2020擬為數字貨幣交易擬為數字貨幣交易““開綠燈開綠燈”，”，將探討監管措施將探討監管措施

韓國各界人士弔唁已故首爾市長樸元淳韓國各界人士弔唁已故首爾市長樸元淳，，77月月1313日出殯日出殯

（綜合報導）當地時間10日，土耳其最
高行政法院作出裁決，廢除了1934年通過的
將聖索菲亞大教堂變為博物館的內閣法令，
該裁決為聖索菲亞博物館改為清真寺開闢了
道路。

此前，土耳其歷史遺跡與環境保護協會
提出要將聖索菲亞博物館改為清真寺，當地
時間 7 月 2 日，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就此舉
行了聽證會，聽證會僅持續17分鐘，最高法
院宣布裁決結果會在兩週內公佈。

近年來，有關聖索菲亞博物館是否應改
成清真寺的爭議不斷，此前土耳其總統埃爾
多安在不同場合接受媒體採訪時多次表示，
改回清真寺“並不是不可能”。

分析人士認為，對聖索菲亞博物館定位
的態度，是判斷土耳其繼續堅持世俗化還是
轉向伊斯蘭化的風向標之一。

美俄下場勸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出

警告
聖索菲亞大教堂於東羅馬帝國時期修建

，該教堂在1453年曾被改建為清真寺，但隨
著現代土耳其的建立，清真寺又變成了一座
博物館。

這座教堂近千年來一直都是基督教東正
教會的中心，如今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
定為世界遺產。

但就在上月，土耳其一民間團體向土最
高行政法院“國務委員會”請願，想將伊斯
坦布爾的聖索菲亞大教堂改回清真寺。據悉
“國務委員會”當天宣布將在15天內作出裁
決。

這一消息引爆了基督教世界的輿論，就
連美國和俄羅斯都親自下場，“勸”土耳其
“慎重行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週五也警
告土耳其不要這樣做，敦促其在做出決定前
展開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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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疫情重創法國媒體業
政府施援手推出訂報抵稅措施

綜合報導 法國國民議會日前通過了壹項鼓勵訂報的稅務優惠

措施，若民眾新訂閱新聞報刊或雜誌壹年，最高可抵稅 50 歐元。

對於推出這壹舉措，政府方面表示，此舉是為了支持深陷困境的

媒體業。

據報道，法國國民議會6月30日晚投票通過了壹項鼓勵訂報的稅務

優惠措施。措施針對首次訂閱提供壹般性或政治性質新聞報紙及期刊將

給予抵稅優惠，只要訂閱至少12個月便可抵稅最多50歐元，優惠有效

期直至2022年底。

措施明確享受優惠有收入上限，即納稅人年收入不超過2.4萬歐元

，每增加半個報稅份額，如每個需撫養的孩子算半個份額，收入上限可

提高25%。

報道稱，訂報優惠是政府制訂的第三套應對危機財政法案中

的壹項修正案。自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以來，許多產業遭受重創，

法國新聞媒體業也同樣身陷困境。發行量銳減，廣告收入下降，

同時還要持續支付包括租金和人事成本等費用，報業正在面臨歇

業危機。

報道指出，政府推出這壹舉措是為了支持深陷困境的媒體業。除了

紙媒，網絡新聞媒體也在政府支持之列，訂戶同樣可以享受稅務優惠。

議會方面表示，政府原定的收入上限為1萬歐元，但議會已將標準提升

至2.4萬歐元。

法國經濟部國務秘書阿涅斯•潘尼爾•魯納徹( Agnès Pannier-Ru-

nacher )表示，這是總統馬克龍對報界的承諾。危機使媒體受到重創，但

報界未能像其它領域那樣得到應對危機措施的救助。

歐盟將加強社交媒體內容管理
臉書推特平臺等入列

綜合報導 歐盟委員會頒布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修訂方針，將加

強對社交媒體的內容管理。社交媒體臉書(Facebook)、Alphabet旗下You-

Tube和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體，將首次受到歐盟關於仇恨言論和有害

內容的廣電法規管理。

據報道，歐盟針對 2018 年通過的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

(AVMSD)進行修訂，主要源自於廣電業者的遊說。這些業內人士

希望，網絡社交媒體平臺應履行與傳統媒體業者相同的責任和

義務。

歐盟委員會表示，網絡社交媒體平臺必須與傳統媒體壹樣，確保

用戶不會看到仇恨言論，未成年人不會接觸到暴力、仇恨和恐怖主

義等有害內容，確保兒童節目的廣告和置入營銷適當。

歐盟目前這些尚不具備法律約束力的方針，將適用於以具有視聽內

容非主要業務的網絡社交媒體平臺。歐盟國家最晚將在9月19日前實施

相關規定，並對適用的業者擁有最終決定權。

歐盟委員會指出，付費下載影片服務的在線平臺至少需要有

3 成為歐洲內容，這主要是針對 Netflix 及 Amazon Prime。位於某個

歐盟國家且擁有其他歐盟國家用戶的媒體服務商，也必須為歐洲

影音內容的制作協助籌措經費，以達到推廣歐洲電影及電視節目

的目標。

歐洲商業電視協會表示，這些方針要求網絡社交媒體平臺和相關娛

樂、影視平臺在線平臺，必須承擔新的責任和義務。

加拿大央行調查顯示
企業和消費者信心仍低迷迷

綜合報導 盡管加拿大各地正嘗試逐

步重啟經濟，但加拿大央行7月6日發布

的兩項經濟景氣調查顯示，該國企業和

消費者的信心總體仍然低迷，尚未明顯

恢復。

加央行於5月中旬至6月初進行的

2020年夏季商業展望調查顯示，由於新

冠疫情持續和石油價格下跌，所有受訪

地區和行業的商業信心都依然“非常

低”。商業情緒綜合指數降至負7，是

2007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最低

水平。企業認為，需求疲軟正在拉低產

能壓力和價格增長預期。大部分地區和

行業的企業都計劃大幅削減投資支出。

同時，盡管市場情緒低迷，但企業

總體並不像金融危機期間那麼悲觀。部

分原因是加政府的紓困措施緩解了經濟

影響，同時也有對業務較快反彈的預期

。約壹半的企業預計，其銷售額將在壹

年內恢復至疫情前的水平。

總體而言，企業認為，隨著經濟重

啟和限令解除，產能可能迅速恢

復，但市場需求的復蘇預計會更

為緩慢。壹半的出口企業預計，

他們的海外銷售在未來12個月

內還會下滑。

企業普遍對消費者行為和未

來需求表達出高度不確定性，在

旅遊、金融、房地產以及能源等大宗商

品等相關行業和企業中尤為如此。

最近曾裁員的大部分企業都計劃在

未來12個月內補充壹些職位，但大多並

不打算擴大員工規模。

加拿大央行同壹天發布2020年第二

季度消費者期望調查報告。該項調查同

樣於今年5月中至6月初進行。報告顯示

，自今年第壹季度以來，消費者對勞動

力市場狀況的期望已大大下降，反映出

疫情對工資增長和勞動力市場流動率的

影響。

具體而言，在受訪者看來，失業的

可能性升至該項調查的最高點；失業後

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則從50%降至40%，

是大約5年來的最低水平；自願離職的

可能性則大幅下降，表明對未來勞動力

市場狀況的看法惡化；對明年工資增長

的預期降至1.9%，遠低於對通脹的預期。

消費者對家庭收入增長的期望也降

至該項調查的最低水平，對支出增長預

期值的降幅則大於收入增長預期降幅。

消費者大多希望將支出集中在基本產品

和服務上，而減少在耐用品和涉及人與

人互動的服務方面的支出。這顯示消費

者變得更為謹慎。

同時，總體而言，消費者對加拿大

房價增長的預期降至零，且這壹趨勢在

各省普遍存在。

綜合報導 英國《衛報》1日報道

稱，近日在非洲南部國家博茨瓦納，

數百頭大象“神秘死亡”。英國壹家

動物保護組織的專家表示，這樣大規

模的大象死亡在歷史上非常罕見。

報道稱，今年5月初在博茨瓦納

北部的奧卡萬戈三角洲，出現大象因

不明原因死亡事件，之後大象的死亡

數量壹路攀升，近兩個月內已有超過

350頭大象死亡。死亡的大象既有公

象也有母象，包括各個年齡段，它們

大部分死在水源地附近，或者突然倒

地死去，或者原地步履蹣跚地轉圈後

慢慢死去。壹些觀察人士稱，未來還

將有更多大象死亡，“這是壹場大象

保護的災難”。

目前，研究人員還無法確定大象的

死亡原因。壹些人推測，大象有可能是

感染了特定病毒或毒素而死。壹些目擊

者認為，大象在死亡前反復繞圈行走，

可能是神經系統受損的表現。博茨瓦納

政府尚未對死亡大象屍體進行樣本檢測

，因此遭到外界批評。壹些生物專家稱

，考慮到病毒傳播可能，這壹詭異現象

或存在威脅人類健康的風險，不盡快確

定大象死因可能會造成嚴重後果。環境

保護主義者則敦促當地政府派人看守死

去大象的象牙。

研究：受疫情沖擊
英國近10%高校或面臨破產風險

綜合報導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中

文網報道，全球疫情對英國高等教育業

沖擊巨大。最新研究表明，除非得到政

府財政救助，否則有約10%大學很可能

面臨破產風險。

英國作為以服務業為主的已開發經

濟體，教育業是經濟的重要壹部分。根

據2019年的英國官方數據顯示，教育業

年產值高達731億英鎊，支持全國約3%

的就業人口。

英國智庫財政研究院(IFS)表示，由

於全球疫情導致國際學生數量驟減，使

得平時仰賴國際學生為收入來源的壹些

知名大學面臨收入大幅下降的窘境。

研究顯示，英國教育業疫情期間虧損

總額仍存在“高度不確定”，估計在30

億至190億英鎊之間，也就是這壹行業

年收入的7.5%至50%。

學生爭奪戰
專家警告說，新冠疫情的沖擊還可

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或者在英國教

育業內“相互蠶食”的惡性循環現象。

分析認為，“名牌”院校擁有眾多國

際 留學生、師資隊伍龐大而承擔大量

養老金義務，它們持有壹定程度的積蓄

或財政緩沖，可以選擇通過招收更多英

國學生來減輕損失。但是，這種行為必

然直接損害選擇性較低的普通院校，壓

縮後者的生源和財源。

研究警告稱，生源爭奪戰的最終結果

是大量裁員和影響教學質量，因為大學通

過節約成本來減少損失的能力是有限的。

研究人員沒有點名面臨風險的大學

，但根據他們的估算，英國現有165所

高等教育機構中至少13所大學，也就是

約10%最終將面臨負資產風險。

研究因此得出結論，如果沒有政府

救助或債務重組，從長遠來看這些院校

不大可能維持下去。

IFS研究經濟學家伊萊恩· 德雷頓說

，對政府來說，有針對性的財政援助將

是迄今為止成本最低的選項。因為，如

果政府決定出手援助，估計直接援助的

成本僅為1.4億英鎊，而大量大學倒閉的

後果和損失將數倍於此。

政府面對各界壓力

英國全國學生聯合會表示，這場危

機暴露了市場化管理教育時的許多缺陷

。

學生會發言人說：“當資金如此不

穩定時，難怪我們的大學和數以千計教

職員工的工作處於危險之中”。

英國大學和學院聯盟秘書長喬· 格雷

迪也出面呼籲政府介入。格雷迪說：

“我們需要壹個全面的壹攬子支持計劃

，保護就業，保護我們的學術能力，並

保證所有大學能生存下去”。

英國教育部在壹份聲明中表示，5月

公布的壹攬子政府計劃允許英國大學獲

得商業支持和工作保留計劃，以緩解現

金流問題。此外，英國各地的重點科研

學院也將得到部分政府資助和額外研究

經費。

非洲數百大象神秘死亡
專家專家：：可能會威脅人類健康可能會威脅人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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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熊本縣暴雨已致22人死亡
傷亡人數或繼續上升

綜合報導 日本熊本縣發生罕見暴

雨天氣，造成河川泛濫和地質災害。截

至5日晚，災害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

另有18人處於心肺停止狀態。同時，壹

些地區道路受阻，救援人員無法抵達，

估計傷亡人數可能繼續上升。

據報道，日本熊本縣5日發布消

息稱，襲擊該縣南部的暴雨已導致19

人死亡。此外八代市宣布3人死亡，

死亡人數總計22人。

另外，縣內有18人處於心肺停止

狀態，至少11人下落不明。縣內14

個市町村86處疏散點有1502人避難。

在18名心肺停止的人中，16人為

球磨村特別養老院設施“千壽園”老

人或員工，養老院其余51名老年人5

日全部獲救。

另外，暴雨導致壹些地區道路受

阻，救援人員無法抵達，至少30個地

區處於孤立狀態。因此，傷亡人數可

能繼續上升。不少地區出現巨大的

“SOS”字樣，相信是受困民眾在地

上求救的留言。

九州電力透露，縣內截至5日下

午7點約4500戶仍然停電。球磨村九

成以上家庭停電。

氣象廳表示，到6日為止雨勢可

能增強，呼籲警惕進壹步受災。

樸
槿
惠
幹
政
受
賄
案
重
審
下
周
宣
判

預
計
本
人
不
會
出
席

綜合報導 韓國法院消息稱，首爾高等

法院刑事6部將於當地時間10日下午對韓國

前總統樸槿惠親信幹政和受賄案的駁回重審

進行宣判。

當地時間5月20日，在樸槿惠親信幹政

案和國家情報院受賄案發回重審的終審上，

韓國檢方要求判處樸槿惠35年有期徒刑。檢

方針對其受賄嫌疑，要求判處25年有期徒刑

，罰款300億韓元，追繳2億韓元；對於濫

用職權、妨礙行使權力等其他嫌疑，要求判

處10年有期徒刑和追繳33億韓元。

據此前報道，樸槿惠在親信幹政案二審

中被判有期徒刑25年，並處罰金200億韓元(

約合人民幣1.2億元)。2019年8月29日，韓

國最高法院大法院認為，樸槿惠在幹政案中

涉及的受賄部分與其他犯罪嫌疑應分開審理

，將該案發回首爾高等法院重審。

另壹起國家情報院賄賂案，二審中樸槿

惠被判 5 年有期徒刑，追繳 27 億韓元(約

合人民幣 1600萬)。2019年 11月 28日，大

法院認為，在二審中認定無罪的國庫損失

嫌疑和賄賂嫌疑，均應視為有罪，也將該

案發回重審。

另外，樸槿惠的涉嫌介入公推案件已被

判處2年有期徒刑。

報道稱，自2017年 10月後，樸槿惠缺

席了所有庭審，預計此次宣判仍將不會出

席。

韓政府年內第三次編制補充預算案
規模創新高

綜合報導 為緩解疫情對經濟沖擊，

韓國各界6日開始執行第三期補充預算案

，總額35.1萬億韓元，規模創下補充預

算案最高值。

這也是自1972年以來，韓國首次在

年內三次編制補充預算案。此前兩期補

充預算案已於3月和4月獲國會通過，規

模分別為11.7萬億韓元和12.2萬億韓元。

第三期補充預算案達35.1萬億韓元

，規模超過2009年金融危機時韓政府編

制的預算，創下新高。據韓國政府介紹

，此次補充預算主要用於擴大財政支出

和填補稅收缺口，以穩定就業、扶持企

業克服經濟困難等。

其中，計劃投入近9萬億韓元扶持

就業；向韓國金融業和銀行業提供約5

萬億韓元，緩解中小企業貸款難等問題

；投入3.2萬億發放消費優惠券、拉動內

需等。

但各界對此次預算案存在爭議。7月

3日晚，韓國國會全體會議上，最大在野

黨未來統合黨全體議員缺席，僅有執政

黨共同民主黨、部分在野黨代表參與投

票，最終通過第三期補充預算案。反對

該預算案的部分議員指出，“政府將財

政負擔留給了下壹代”。

也有輿論擔憂，國家債務將繼續激

增。近年來，韓國政府債務增長迅速：

2011年超過 400萬億韓元，2014年超過

500 萬億韓元，2016 年超過 600 萬億韓

元，2019年首次超過700萬億韓元。分

析預測，第三期編制補充預算案通過，

意味著今年的政府債務或將達到850萬億

韓元。

7月6日，韓國各界開始執行最新壹

期補充預算案。韓國政府稱，計劃在3個

月內執行75%的預算。

據韓國中央防疫部門通報，截至當

地時間 6 日零時，韓國累計確診病例

13137個，過去24小時新增48個。

馬來西亞希望聯盟維持推舉安瓦爾競逐總理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希望聯盟舉行

主席理事會，決定仍支持人民公正黨主

席安瓦爾競逐總理。

在當日會後，人民公正黨、民主行

動黨、國家誠信黨三個希望聯盟成員黨

的最高領導人聯名發表聲明宣布了這壹

決定。

自馬來西亞現任總理穆希丁3月1

日宣誓就職後，反對黨壹直質疑其未

得到國會足夠支持。因新冠肺炎疫情

等因素影響，馬來西亞國會下議院已

長期未舉行會議，僅在 5月中旬短暫

復會壹天。隨著疫情的緩解，馬來西

亞國會下議院將於7月 13日起正式開

始為期壹個多月的新會期，屆時朝野

各黨派預期將針對穆希丁的總理位置

進行激烈攻防。

希望聯盟與沙巴民族復興黨、土

著團結黨支持馬哈蒂爾的派系此前壹

直在磋商共推總理人選以推翻穆希丁

政府，但各方對總理人選壹直未達成

協議。馬哈蒂爾曾於上月宣布，支持

他的土著團結黨派系、沙巴民族復興

黨與民主行動黨、國家誠信黨壹致同

意推舉沙巴民族復興黨主席沙菲益為

總理人選、安瓦爾為第壹副總理人

選。公正黨則未接受這壹安排，堅持

希 盟 人 選

需 由 希 盟

主 席 理 事

會 討 論 決

定。

在當天希

盟主席理事

會會後發布

的聲明中承

認會議曾討

論了沙菲益

作為總理人

選的可能性

，聲明中還宣布將全權委托安瓦爾和包

括沙菲益在內的其他各派政治勢力磋商

合作奪回政權事宜。

此前，馬來民族統壹機構、伊斯蘭

黨等主要執政黨派已宣布，將支持來自

土著團結黨的現總理穆希丁作為下屆大

選總理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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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新華社

報道，針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近日就世衞

組織赴華發表言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

立堅10日在例行記者會上直指相關說法

“虛偽”。他指出，美國既然已經宣布退

出世衞組織，那麼還有什麼資格對中國與

世衞組織合作指手畫腳？

美既退世衞 有何資格指手畫腳
外交部回應蓬佩奧言論：中國邀世衞探討科學溯源 美國能做到嗎

中國外交部8日證實，世衞組織專家將來華與
中方專家合作，就新冠病毒溯源工作進行科

學規劃，雙方專家將研擬由世衞組織主導的國際專
家組的工作範圍和任務書。

美一味推卸抗疫不力責任
有記者提問，蓬佩奧表示，中方現在同意世衞

組織來華就科學溯源問題進行預備性磋商，但應允
許世衞組織自由地開展真正的工作，我們需要真正
的答案而非敷衍的政治解決方案。中方對此有何評
論？
“這種說法很虛偽。”趙立堅回應說，自疫情

發生以來，中國和世衞組織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與
合作。中國抗疫工作正處於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
關鍵階段，任務十分繁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率
先邀請世衞組織派專家共同討論科學溯源問題，目
的就是為了支持全球更加有效地應對疫情，為全球
公共衞生合作作貢獻，體現了中國負責任的大國擔
當。反觀美國，一味推卸自身抗疫不力的責任，置
國際團結抗疫大局於不顧，不僅宣布退出世界衞生
組織，還將抗疫問題政治化，熱衷於甩鍋抹黑。

美應先履行其應盡國際義務
趙立堅指出，美國既然已經宣布退出世衞組

織，那麼還有什麼資格對中國與世衞組織合作指
手畫腳？如果美國真的關心全球抗疫問題，那麼首
先要做的是履行應盡的國際責任和義務，與世衞組
織開展合作，包括邀請世衞專家去美國溯源。“請
問蓬佩奧先生，美國能做到嗎？”

在前一天的記者會上，趙立堅重申了中方繼續
支持各國科學家開展病毒源頭和傳播途徑的全球科
學研究。他在回答記者提出的牛津大學專家關於新
冠起源研究的問題時表示，有關報道再次印證了病
毒溯源是一個複雜的科學問題，應由科學家在全球
範圍開展國際科學研究與合作。世衞組織官員曾表
示，病毒溯源是一個持續發展的過程，可能涉及多
國多地。隨着該進程的推進，要對病毒來源存在的
多種可能性持開放態度。

南美白蝦包裝
檢出新冠病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

國海關總署進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長畢克新10日在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發布會上表示，7月3日，
大連和廈門海關在裝載厄瓜多爾三個企業生產的
凍南美白蝦貨櫃內壁一個樣本中、五個外包裝樣
本中檢出新冠病毒核酸陽性，上述企業的凍南美
白蝦蝦體和內包裝樣本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均為陰
性。檢測結果提示，厄瓜多爾三家企業產品的貨
櫃環境、貨物外包裝存在被新冠病毒污染風險。
截至7月9日24時，全國海關展開針對進口冷鏈
食品的新冠病毒風險監測，共抽樣檢測樣本
227,934個，除上述6個樣本外全部為陰性。

畢克新表示，對檢出陽性的樣本，檢測結
果提示厄瓜多爾三家企業產品的貨櫃環境、貨
物外包裝存在被新冠病毒污染風險。專家研判
認為，檢出結果不代表具有傳染性，但反映出
相關企業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實不到位。海
關總署決定，自即日起暫停厄瓜多爾上述三家
企業在華註冊資格，暫停上述三家企業產品的
進口，對暫扣的貨物採取退貨、銷毀等處理措
施。海關總署將進一步加強對進口冷鏈食品的
源頭管控，嚴格口岸檢驗檢疫，保障進出口食
品安全。
北京新發地市場進口三文魚攤位上曾檢出新

冠病毒，此次又在進口白蝦的包裝上檢出，令
人們十分擔心病毒會否通過食物傳播。國家食
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副主任李寧研究員表示，
基於國際組織相關權威機構的觀點和現有的證
據，冷凍水產品和冷藏肉類食品作為新冠肺炎
傳染源的可能性非常小。國際各大機構的觀
點比較一致，新冠病毒主要是經人的呼吸
道、飛沫和人與人密切接觸傳播，經消化道
感染的可能性非常小，到目前尚無新冠病毒
經食物傳播的證據。截至目前，全球確診報
告的1,000多萬病例、中國確診報告的8萬多
病例，沒有因進食食品而出現病例的報道。

■■運往中國的厄瓜多爾冷凍白蝦外包裝樣本運往中國的厄瓜多爾冷凍白蝦外包裝樣本
檢出新冠病毒核酸陽性檢出新冠病毒核酸陽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國援巴新冠隔離醫院啟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援助巴基

斯坦新冠肺炎隔離醫院9日在巴首都伊斯蘭堡落成
啟用。
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和中國駐巴基斯坦

大使姚敬當天共同出席隔離醫院落成啟用儀式。
巴陸軍參謀長巴傑瓦、新聞部長法拉茲、中巴經
濟走廊事務局主席阿西姆等參加。

巴方人員由衷感謝中方堅定支持巴方抗疫，表
示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國政府及社會各界給予巴

方堅定支持，先後派遣多支醫療專家組，提供大量
防疫物資，並援助建設隔離醫院。事實再次證明，
巴中友誼歷久彌堅，困難時期更顯珍貴。

巴方表示，在中方有力支持下，巴方在短時
間內建成這所隔離醫院，將專門用於新冠患者的
救治。疫情過後，巴方計劃將該醫院作為巴傳染
病救治中心繼續使用。巴方將進一步學習中國防
疫經驗，盡早戰勝疫情。

姚敬說，中巴兩國是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的
好朋友、好兄弟。在應對疫情過程中，中巴雙方
始終相互支持，攜手同行，以實際行動踐行中巴
命運共同體理念。
姚敬表示，團結合作是國際社會戰勝疫情的

最有力武器。中方始終高度重視向遭受疫情的國
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分享中國抗疫經驗，貢
獻中國力量和中國智慧。

據悉，這所設施齊全的隔離醫院建造周期
為40天，擁有250張床位。

據巴基斯坦衞生部9日公布的最新數據，該
國累計新冠確診病例240,848例，累計死亡病例
4,983例，累計治癒病例145,311例。

■■中國援助巴基斯坦新冠肺炎隔離醫院中國援助巴基斯坦新冠肺炎隔離醫院99日在日在
巴首都伊斯蘭堡落成啟用巴首都伊斯蘭堡落成啟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針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近日就世衞組織來華發表言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指出，美國既然已
經宣布退出世衞組織，那麼還有什麼資格對中國與世衞組織合作指手畫腳？圖為位於瑞士日內瓦的世
衞總部。 網上圖片

中國對等制裁美涉疆表現惡劣機構個人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外交部網站及“長安街知

事”公眾號消息，美國國務院和財政部當地時間9
日宣布，根據美國內法對一家中國新疆政府機構和
4名官員實施制裁。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
堅10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說，針對美方錯誤行
徑，中方決定，對在涉疆問題上表現惡劣的有關美
國機構和個人採取對等措施。

10天之內三次反制
趙立堅表示，美方上述行徑嚴重干涉中國內

政，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損害中美關
係。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強烈譴責。針對美方錯誤行
徑，中方決定，對在涉疆問題上表現惡劣的有關美
國機構和個人採取對等措施。新疆事務是中國內
政，美方沒有權利，沒有資格橫加干涉。

趙立堅強調，中國政府捍衛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打擊暴恐勢力、分裂勢
力、宗教極端勢力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

勢力干涉中國內政的決心堅定不移。
“我們敦促美方立即撤銷有關錯誤決定，停止

任何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方利益的言行，如果美方
執意妄為，中方必將予以堅決回擊。”趙立堅說。

這是10天之內，中方第三次宣布對美採取反制
措施。

希望美方不要一錯再錯
7月8日的記者會上，發言人趙立堅曾表示，

針對美方宣布實施“對等進入西藏法”的錯誤行
徑，中方決定，對在涉藏問題上表現惡劣的美方人
員實施簽證限制。我們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借涉藏問
題干涉中國內政，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以免給中美關係和兩國交流與合作造成進一步的損
害。
再早前的7月1日，趙立堅宣布，針對此前美

國務院再將4家中國媒體在美機構列管為“外國使
團”，縮短中國記者簽證停留期一事，中方採取必

要的反制措施。要求美國聯合通訊社（AP）、美國
國際合眾社（UPI）、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自即
日起7日內向中方申報在中國境內所有工作人員、
財務、經營、所擁有不動產信息等書面材料。

■10日，新疆烏魯木齊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已交付
使用的綜合體育館可容納13,000名觀眾。其餘場
館設施將於2020年年底前陸續交付。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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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網站
消息，10日，中國外交部邊界與海
洋事務司司長洪亮同印度外交部東
亞司聯秘史耐恩以視頻方式共同主
持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
制第16次會議。兩國外交、國防、
移民等部門代表參加。雙方就近期
中印邊境形勢坦誠深入交換了意
見，在緩和現地局勢方面取得積極
進展。
雙方表示，將認真落實兩國外

長和邊界問題特別代表達成的重要
共識，繼續妥善處理有關問題，共
同維護邊境地區和平與安寧，共同
維護兩國關係大局。雙方充分肯定
兩國邊防部隊落實軍長級會談各項
共識、緩和現地局勢所取得的積極
進展，同意繼續保持軍事和外交渠
道對話磋商，推動現地局勢進一步
降溫，加強邊境地區信任措施建
設，及時妥善處理涉邊問題，避免
分歧上升為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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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泉樓群組
(11宗新個案)

個案1294：66歲女子，無
病徵，去過沙田新城市廣
場、大圍美源餐廳、水泉
澳邨太子燒味等

▼同樓居民

#個案1377：36歲男，7月
6日流鼻水及肌肉痛

#個案1378：7歲男，沙田
博康邨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學生，無病徵

#個案1379：70歲女，無
病徵

#個案1380：56歲女，在
一間外傭公司工作，無病徵

#個案1381：19歲女，7月
9日咳嗽及胸口痛

#個案1382：22歲女，無
病徵

#個案1383：21歲女，7月
8日頭痛

#個案1384：89歲女，無
病徵

#個案1385：28歲女，7月
9日發燒，與#個案1378有
流行病學關聯

#個案1386：44歲女，港
鐵太和站兼職車站助理，
無病徵

#個案1387：12歲女，九
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
小學學生，無病徵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整理

#新增個案

屋邨大爆發 一棟樓11人確診
香港疫情兇猛 單日新增32宗本地個案 水泉澳邨明泉樓重災區

香港面對的新一波疫情，
有專家指，新冠肺炎病毒基因
已改變，令傳播性較以往高了
幾倍，估計疫情必然會進一步
擴散。香港醫院管理局聯網服

務總監楊諦岡則表示，新一波疫情的確診病
人，病毒量偏高且以長者為主，醫管局已騰空
前線隔離病房準備應對嚴重病情個案，並正與
政府籌備社區隔離中心，以接收病情輕微及穩
定的病人。

長者易染較難處理
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香港中文大

學醫學院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10日上午接
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新冠肺炎病毒3月底由歐洲
傳至亞洲後，已出現了基因轉變，目前病毒量大
幅上升，患者的病情嚴重程度雖然未有受影響，
但病毒的傳播性就高出幾倍。他提醒市民在有疫
苗出現前須繼續小心防疫，不能鬆懈。

對近日首次出現院舍感染群組，他認為情

況會較難處理，原因是長者感染新冠病毒的死
亡率很高，醫生用藥時需要更小心，但病毒暫
未擴散至其他安老院，認為現階段無須過分擔
心。至於多宗確診個案感染源頭不明，則有擴
散的可能，認為若收緊餐飲業務每枱最多坐八
人的效果一旦不好，須再收緊至入座率最多一
半及每枱最多只限四人。

死亡病例料會增加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在

接受另一電台訪問時亦指，現時來襲的新冠肺
炎病毒品種有轉變，近日確診個案主要涉及60
至70歲人士，預料在感染一兩星期後需要入住
深切治療部，甚至是死亡病例會增加，故呼籲
市民減少外出聚會，否則一旦出現確診個案，
衞生防護中心難追查所有密切接觸者。

他表示，香港部分屋邨似出現新冠病毒傳
播迹象，擔心屋邨範圍公共衞生做得不好，會
令病毒透過排污渠或喉管等傳播，故居民要檢
查家中廁所喉管和渠管，留意有否異味或滲

水。同時，他認為須做好源頭管理， 建議飲
食、 酒吧、 健身和美容業等高危行業也設定病
毒檢測機制，以及早發現潛在確診個案。

籌備社區隔離中心
楊諦岡在接受電台訪問時亦指，近日確診

數字急速上升，患者主要是長者且病毒量偏
高，預料死亡率會較年輕人高。目前，有172名
新冠確診患者留醫，部分早前海外輸入個案的
病人，身體狀況雖然正常，但分泌物的病毒檢
測仍呈陽性反應，仍要使用隔離設施。

全港公立醫院現約有 1,200 張一線隔離病
床，及500個在二線隔離病房的床位，楊諦岡透
露，由於疫情反覆，政府正積極籌備社區隔離中
心，讓較年輕及病情穩定患者繼續治療，而醫管
局會調動情況穩定的病人，騰空前線隔離病房應
對較嚴重個案，並正就人手及膳食方面作出安
排，有需要時可進駐隔離中心提供醫療服務，而
中心選址遠離民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許樹昌：病毒變種 毒量高 傳播強

新冠肺炎病毒在社區擴散，沙田水泉澳邨

爆發疫情。香港10日新增38宗確診個案，當中

32宗為本地感染，其中9宗屬源頭不明個案，另

11名確診者乃來自水泉澳邨明泉樓，是自今年1

月底疫情爆發以來最大的屋邨爆發群組。衞生

防護中心已聯同其他部門到明泉樓視察，發現

患者居住單位分散在不同樓層及座向，相信病

毒傳播或與共同設施如電梯有關。中心指出，

今次本地個案散播廣，且確診者行蹤都較廣，

採用圍堵策略可能未如從前奏效，希望市民和

政府配合，減少外出和社交活動，截斷傳播

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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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唐文）香港新冠病毒的
不明源頭個案持續增加，過去一周共有21宗確診
個案不明源頭，其中10日就新增九宗，其中兩名
女患者都在個人護理連鎖店莎莎工作，分別在油
塘大本型及新港城分店任職，其中油塘莎莎店員
的丈夫亦確診，莎莎宣布兩間分店即日起暫停營
業，其他店員也要家居隔離14天。

莎莎兩女職員中招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新

增的9宗本地個案感染源頭不明，其中第1368宗
的40歲女確診者於油塘大本型的莎莎工作，其丈
夫（第1400宗）也是確診者。他於火炭工作，負
責維修鐵閘。莎莎另一名在新港城分店的46歲女
員工（第1372宗）亦確診。她與早前確診的42歲
男“豐鍋”廚師（第1293宗）居於同一大廈，但
兩人單位在不同樓層及方向，她經深喉唾液測試
證實感染病毒。

莎莎表示兩間分店均要暫時停業，以徹底清
潔及消毒，其中油塘大本型分店確診員工任職收
銀員，周日起請病假，新港城分店確診員工則於
周三起休假。兩店所有員工及與有關確診員工有

接觸的其他職員，將在家隔離14天。莎莎亦已安
排所有懷孕員工即日起至7月31日在家工作。

另一不明源頭個案是35歲男確診者（第1390
宗），在北角開辦補習社“雋妍教育中心”，與妻
子同住於將軍澳晉海。張竹君指，患者沒有直接接
觸學生，亦無特別高危因素，而包含妻子在內的幾
位老師，會送往檢疫中心隔離，中心並會嘗試取得
教育中心的學生名單，向他們派樣本瓶進行病毒測
試。
德望中學一名13歲女生亦確診，她與家人居

於將軍澳的天晉一期，平日有補習老師上門補
習，亦曾到老師家中補習及繪畫，她在學校是有
數名較親密的同學，有關密切接觸者均會被送往
檢疫中心。
第1401宗的56歲確診男子則居於彩輝邨彩

華樓，該幢大廈近期已有至少五個單位涉及10
宗確診個案，早前多名確診者也到過坪石邨彬
記粥麵店，但這名確診男子聲稱未到過彬記，
故列為不明源頭個案。中心表示將到彩輝邨彩
華樓派發樣本瓶。其餘三名不明源頭個案，分
別居於秀茂坪安達邨、慈安苑安康閣及彩雲邨星
辰樓。

再增九宗不明源頭個案

水泉澳邨明泉樓周二（7日）有一名66歲女子（第1294
宗）確診，中心在明泉樓派發深喉唾液樣本瓶為居民檢

測，結果10日再有11宗確診個案（第1377至1387宗），涉
及10個單位，但來自不同層數及座向。確診者由7歲至89歲
不等，其中4名確診者分別有流鼻水和肌肉痛、咳嗽及胸口
疼痛、頭痛，以及發燒等症狀，其餘七人也沒有病徵。

港鐵太和站女助理確診無病徵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10日在疫情簡

布會上指出，該樓喉管設計較獨立，糞渠不會互相連在一
起，初步判斷與喉管傳播聯繫不大，或與公用設施如電梯
有關，中心已取環境樣本化驗。
由於明泉樓多名確診者到過邨內商場、街市和食肆，

中心會派發深喉唾液樣本瓶予有關員工，水泉澳邨其他樓
宇暫未發現有住客確診。

在明泉樓確診者中，一名45歲女患者（個案1386）是
港鐵太和站兼職車站助理，無病徵，10日上午仍然上班，
當值前探測體溫正常，一直有戴口罩，當值完畢後乘東鐵
綫列車回家，途中接獲確診通知，即時在大學站下車，由
救護車送院。港鐵發言人表示該名車站助理工作的太和站
及曾逗留的大學站和相關地方，均已安排徹底清潔和消
毒。
該群組中還涉及至少兩名學生，分別在九龍城浸信會

禧年（恩平）小學和保良局朱正賢小學就讀。
其餘的本地個案中，有三人涉及彬記粥店群組，其中兩

人是食客，另一人是早前食客的妻子；4宗個案與新發茶餐廳
相關，包括兩名的士司機，其中第1391宗的56歲男確診司機
未有開的士近兩個月，但與早前確診的新發常客（第1329
宗）有接觸，曾搭乘對方的士並聊天。他兩名15歲及8歲女
兒亦確診，兩女分別就讀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及屯門山景
邨道教青松小學。另一的士司機暫未確診，但妻子與兩名兒
子均確診，其一家居於近日有多人染疫的彩輝邨彩華樓。

港泰護老中心群組則新增兩宗個案，包括一名86歲男
院友，他入住檢疫中心後發病送院；另一名18歲男患者是
港泰確診院友（第1352宗個案61歲男子）的兒子，他每
日到護老中心接父親外出，兩人戴口罩在附近閒逛和聊
天，父親上月28日回家吃飯慶祝父親節，18歲男患者還有
一名兄長，暫測試呈陰性。

張竹君表示，今次本地個案散播很闊，且個案行蹤較
廣，追尋密切接觸者及源頭有困難，令人擔心。參考外國經
驗，若防疫措施欠佳，病毒傳播或會幾何級數遞增，並留意
到確診者家人很多亦感不適或有病徵，反映病毒傳播力強。

衞署籲市民減社交截斷傳播鏈
她坦言僅依靠圍堵策略未必能阻止這波爆發，要依賴

市民和政府配合，減少外食、社交等活動，盡量在家工
作，希望有機會就此截斷傳播鏈。

另六宗輸入個案中，兩宗未能確定患者從哪裏來，其
中一人留下錯誤電話並已失聯，另一人是海員，曾從吉隆
坡轉機。一名從哈薩克來港的機師亦確診，但已飛往美
國，中心正聯絡美國報告事件。餘下三宗個案，一人來自
印度，一人是菲律賓海員，還有一人是早前確診菲律賓海
員（個案1309）的密切接觸者。

對部分獲豁免檢疫人士發現確診後離港，張竹君表
示，雖對此憂慮，但相關人士獲豁免檢疫，沒辦法將其強
留在港，並承認豁免人士有可能將病毒傳到社區，但目前
無法例可規管。

■■1010日新增的日新增的3232宗本地感染個案中宗本地感染個案中，，有有1111
宗與水泉澳邨明泉樓有關宗與水泉澳邨明泉樓有關。。圖為明泉樓部分圖為明泉樓部分
居民開始搬離居民開始搬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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