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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疾病控制
和預防中心（CDC）的負責人表
示，如果所有美國人在公共場所
都戴上口罩，美國可能會在一到
兩個月內控制住新冠疫情。

據PIX11報道，疾控中心主
任 羅 伯 特·雷 德 菲 爾 德 博 士

（Robert Redfield）表示，有數
據清楚地表明口罩是有效的。如
果能讓每個人現在都戴上口罩，
在接下來的四、六、八週，就能
控制住疫情。

《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
的一項研究顯示，波士頓的醫院

系統通過堅持普遍的口罩政策，
逆轉了員工和病人之間的感染軌
跡。

專家表示，引起新冠病毒傳
播主要通過感染者咳嗽、打噴嚏
或說話時產生的飛沫傳播。這些
飛沫可以落在附近人們的口鼻中

，或者被吸入肺部。當人們密切
接觸時，傳播的可能性更大。

雷德菲爾德表示，口罩目前
是減緩和阻止新冠病毒傳播的最
強大武器之一，尤其是在社區範
圍內普遍使用時。所有美國人都
有責任保護自己、家人和社區。

CDCCDC：：若都戴口罩若都戴口罩 美美22個月內控制疫情個月內控制疫情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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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個世紀以來，
世界各地之大批移民以
合法或非法方式進入美
國，大部份都選擇了成
爲美國公民及安身立命
的家。

我們從美東地區的
紐約到美西的舊金山、
洛杉矶、西雅圖及美南
的休斯敦、達拉斯，以
移民社區集聚形成的中
國城、越南城、俄羅斯
城，如雨後春筍般到處
可見，這些新的微經濟
體，成爲當地社區之一
大特色，更在經濟上扮
演了重要角色。

多年來，上一代移民之子女，多半接受了
大專教育，在各方面有了非常優異的表現，雖
然他們都走出了原來出生之地，其根仍然活躍
在上一代生活圈，他們仍然喜歡上一代父輩的
飲食文化。

今天我們處于一個非常不尋常之時代，我
們賴于認同爲家的美好社會，已經在政客對種
族民粹之操弄下變了樣，他們正在推動反對移
民之政策，趕走到美國來求學的留學生，阻止
優秀人才留在美國，延遅親友移民申請時間，

全盤否定新移民對國家之貢獻。
我的好友美國CHI化妝品公司創辦人福魯曾

競選德州州長，他在其競選大會上說了一段非
常貼切而感動的話，他說：“今天我們的社會
如果沒有墨西哥及拉丁裔的幫助，就如同我們
天空中沒有了陽光，從勞工到後院花草，都是
他們的辛勞工作。”

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們，這是我們移民國
際社區團結起來的時刻了，讓我們來共同揭穿
政客的醜陋面目，這裏就是我們的家。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77//1616//20202020

After WWII, millions of people came to America
through legal and illegal means to seek liberty and
opportunity in this great land.

From coast to coast in New York, Seattle, Portland,
Los Angeles, San Francisco Bay Area, Houston
and Dallas, many immigrants created many
communities like new Chinatown, Vietnamese
Town, Thai Town, Russian Town, all these towns
representing international cultures and all part of a
very important economic engine in local economies.

The major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had higher
education and became
professionals in many
fields, but their roots were
still very strongly tied to
their own culture.

Today we feel very
strongly because of the
current racial issues. A lot
of politicians are against
immigrants. They want to
change policies to block
immigrants from coming
to this country while they
refuse the quota of
immigrants. All of these
moves really harm our
community.

My friend and founder of

CHI, Farouk Shami, when he ran for Governor of
Texas, he said this to his audience, “Our society
without Mexicans and Latinos is like the sky without
sunshine.”

This really represents how important it is that those
immigrants who work at labor jobs truly do help this
country grow.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is is the time for all of
us to unite to fight for our own future because this
is our home.

Let Us Unite Our ImmigrantsLet Us Unite Our Immigrants
’’ International CommunityInternational Community

移民社區自處之道移民社區自處之道



AA33要聞3
星期五       2020年7月17日       Friday, July 17, 2020

(本報訊)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15日晚間提
出一項總額60億謝克爾（約台幣514億）的方
案，將大灑幣不排富給全體國民。每人最多可
拿6660台幣，家庭則可領到26635元，他主張
，此方案可刺激消費， 「讓經濟快速啟動。」

但有表決權的以國內閣很不給面子，多位
部長和高階官員，16日領軍否決本案。他們指
出，這筆錢應該用在最貧困的民眾身上。央行
總裁亞隆（Amir Yaron）告訴當地電台，要鼓
勵消費者花錢， 「有更具效力的方法」；外長
阿許奇納基說，錢應該拿去給那些受傷害最大
的民眾，而不是給那些 「根本不需要的人。」

受到疫情影響，以國儘管祭出紓困方案，
但失業率已衝破 20％，今年經濟預期將萎縮
6％。許多商家表示，恐怕撐不到疫情結束。

納坦雅胡此舉，也被指控意圖靠砸錢平息
眾怒。他貪腐官司纏身，加上處理疫情挨批，
為了轉移民怨，才想要讓政府散財。據最新民
調，4分之3以國人民，不滿意納坦雅胡政府對
抗疫情的表現。

新冠肺炎疫情剛爆發時，以色列是全球回
應最迅速嚴謹的國家之一，不過以國過度積極
重啟經濟，反而導致第二波疫情凶猛來襲。過
去24小時，以國新增1900個確診病例，寫下該
國單日新高。內閣16日集會，討論是否重新實
施限制，以遏制疫情進一步擴大。衛生部長坦
言，以色列需要 「醫學奇蹟才能免於再度封鎖
」，不過一旦封鎖，意味經濟將受到更大衝擊
。

以總理涉貪腐又搞不定防疫
擬大灑幣壓民怨被內閣打槍

韓國總統文在寅國會前遭人扔鞋

佛羅里達州現在成為美國疫情最慘重災
區,也是川普政府所交出最不及格的一張防疫
成績單， 這個原本是一個美麗又快樂的地方
，卻因為政府在防疫政策上的嚴重疏失,太早
開放而造成了樂極生悲的慘景。

佛州最近幾天的疫情連連創下美國單日
確診的超高紀錄, 其中一天曾多達一萬五千多
人確診, 遠遠超過了紐約州在疫情最巔峰期的
數目,據路透社統計，如把佛州當作佛國，該
國一日新增病例僅落居美國、巴西和印度之
後, 真是匪夷所思!

如果我們把新冠病毒比作颶風，那麼佛
州的病毒颶風至少已達到5級超強颶風，這場
風暴正在席捲著佛州，佛州格外需要一位果
斷堅定的人來帶領他們度過風暴，遺憾的是
，桑蒂斯州長唯川普馬首是瞻, 毫無主見,這
位鐵桿川粉仍在混亂中前行, 他從不鼓勵州民
戴口罩, 也不嚴格執行社交距離準則,他不斷
推脫責任、不斷發出誤導性資訊，導致佛州
疫情不可收拾。

這位靠川普力挺當選的州長, 早在川普於

4月鼓吹重啟經濟時，即首先響應，當紐約州
疫情達到高峰之際, 他竟開放海灘讓人遊樂，
當6月疫情惡化，他執意第二階段解封，允許
酒吧餐館與電影院等重開，到了7月疫情進入
高峰，他竟核准迪士尼樂園開放,他是想用歡
樂的假象來粉飾太平嗎？

這個月底桑蒂斯又核准了NBA職業籃球
賽在奧蘭多舉行，他是想謀殺世界最頂尖的
籃球員嗎? 川普要求各州復校, 桑蒂斯又馬上
規定全州中小學生8月返校上課,他的理由是
“超市可以開，學校就可以開”, 真是荒誕不
經,完全不把莘莘學子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

可以預見的是，如果這位州長仍不認清
形勢、固執己見，將使這場病毒颶風持續為
害，使佛州遭受更大災難導致不可控制的局
面。

佛州最大的公共醫院系統在過去一個月
內因為病人數量激增 226%,至少有 54 家醫院
重症監護室病床已住滿，另有40家醫院病床
餘量為10%,但他卻找不出解決方法, 如果川普
再不伸出援手,佛州前景堪虞！

【李著華觀點: 佛羅里達的悲歌】

(本報訊)韓聯社報導，韓國總統文在寅在離
開國會時，在門外遭到圍觀群眾扔鞋，幸而並
未擊中文在寅，此人立即遭到維安人員逮捕。

事情發生於當天下午 3 點半，文在寅前往
國會發表致詞，在致詞完畢離開國會大門，此
時站在階梯上的群眾鄭先生，脫下自己的鞋子

朝文在寅扔去，大喊： 「偽善者文在寅！」
鞋子僅落到階梯旁，文在寅稍微看了一下

，隨後在安全人員保護下離開。警方立刻逮捕
了此人，正在就抗爭原因調查。

鄭某對大罵文在寅是 「假和平主義者，假
人權主義者」，也指責文在寅與北朝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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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稱2020年前5個月
希臘政府盈余不到去年5%

綜合報導 在2020年1-5月期間，希臘國家預算產生48.43億歐元的

主要赤字，反映出新冠肺炎大流行以及政府扶持家庭和企業措施的影響

。希臘政府預計，這期間的國家預算基本盈余為4300萬歐元，而去年同

期國家預算的基本盈余為9.16億歐元。

5個月內，希臘政府壹般收支赤字為74.94億歐元，不同於25.12億歐

元的預算目標。凈收入160.29億歐元，比預算目標下降14.5%，而常規

預算收入為178.4億歐元，比目標下降了12.3%。

超出收入預算目標的僅有轉賬類(增長15.8%)，而其他低於目標的有

石油產品增值稅(25.2%)、煙草產品增值稅(5.7%)、其他產品和服務增值

稅(14.2%)、能源產品特別消費稅(10.8%)、煙草產品特別消費稅(4.7%)以

及其他產品特別消費稅(29.76%)。

此外，希臘印花稅收入比目標下降29.7%，資產和交易稅下降25.9%

，汽車登記稅下降37.4%，進口稅下降15.2%，財產稅下降13.8%，所得

稅下降10.2%，公司稅下降10.2%，資本稅下降36.2%，商品和服務銷售

稅下降40.5%，國有資產銷售收入下降99.5%。稅收返還總額17.75億歐

元，比目標增加2.09億歐元；公共投資項目收入12.94億歐元，比目標增

加1.17億歐元。

國家預算支出235.23億歐元，超出目標22.71億歐元。與去年同期相

比，支出增加了21.95億歐元。

意大利電信運營商涉嫌欺詐收費
財政警察介入調查

綜合報導 意大利財政警察對位於米蘭羅鎮的Wind-Tre電信公司總

部大樓進行了突擊檢查。檢方指控該公司涉嫌利用欺詐手段，通過誤導

性廣告使消費者激活無實際用途的付費服務，造成數千名消費者蒙受經

濟損失。

據報道，Wind-Tre電信誤導性消費業務主要包括氣象服務、星座運

勢、付費新聞等，涉案金額超過了1200萬歐元。財政警察在調查中發現

該公司至少有11名高管涉案。

米蘭市檢察院首席檢察官弗朗切斯科•格雷科 (Francesco Greco)指

控Wind-Tre電信公司涉嫌法人欺詐，負責相關業務的11名企業高管涉嫌

故意欺騙消費者，並通過信息處理系統進行合同欺詐。

米蘭市檢察院負責網絡犯罪的檢察官恩吉尼奧•富斯科(Engenio

Fusco)表示，檢察機關已致函意大利通訊管理局，要求管理局就

Wind-Tre電信欺詐事件，向沃達豐、Tim等所有電信運營商進行通報。

堅決杜絕在未經消費者授權的情況下，惡意綁定付費應用程序和誤導性

消費。

報道稱，Wind-Tre電信公司是意大利三大電信運營商之壹，手機和

無線網絡服務市場占有率為28.1%，固話和互聯網寬帶服務市場占有率

為13.7%。

受疫情沖擊
巴西經濟陷近百年最嚴重衰退

遭受疫情重創的巴西經濟，正面臨

近壹百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而擺脫

泥潭，實現經濟正常運轉尚待時日。

百年來最嚴重經濟下滑
“疫情對今年全球經濟都將造成重

創，巴西經濟遭到的打擊很有可能會更

嚴重”，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

所巴西中心執行主任周誌偉日前接受中

新社記者采訪時說，巴西疫情防控措施

不力，以及消費受限、貿易萎縮、投資

放緩等因素，將形成疊加效應，加劇巴

西經濟的大幅衰退。

6月24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

布《世界經濟展望》稱，巴西今年將出現

近120年以來最大的經濟衰退，並將今年4

月對巴西2020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

預期從-5.3%大幅下調至-9.1%。

6月，世界銀行發布《全球經濟展望》

認為，由於封鎖、投資驟減和全球大宗

商品價格疲軟，今年巴西經濟預計將萎

縮8%。

周誌偉說，根據巴西央行、巴西經

濟部發布的最新預測數據，對巴西經濟

全年表現的預測更加悲觀。

“這還是基於對疫情可控情況下作

出的預測，而不是對疫情最壞表現的估

計”，周誌偉認為，初步判斷，疫情對

巴西全年經濟的影響將超過7%，甚至可

能導致今年巴西經濟出現近10%的下滑

，這也是巴西近百年來最嚴重的經濟下

滑幅度。

多領域受沖擊
巴西聯邦政府內部，以及總統與地方

政府之間的防疫措施，壹直存在巨大分歧

。7日宣布確診的巴西總統博索納羅本人

也屢屢幹擾正常的防疫安排，這給巴西社

會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引導。巴西官方11日

數據顯示，巴西單日新增確診3.9萬例，

累計逾183萬例，沒有緩和跡象，這也意

味著巴西經濟面臨非常大的不確定性。

首先，全球資本斷流將嚴重限制巴

西經濟。周誌偉說，巴西投資率長期保

持低水平，2019年的投資率僅為15.4%，

對經濟的支撐本來就非常有限。受疫情

的影響，巴西投資率出現斷崖式狀態。

在這種局面下，急需大量的外資和全球

資本流動性來補充巴西投資的不足。但

是，全球經濟普遍面臨困境，可獲取的

外資嚴重不足。

其次，外貿萎縮將擴大巴西國際收

支逆差。周誌偉說，巴西貿易對外部市

場的依賴很高，受疫情影響，全球生產

經營活力嚴重受限，人流物流大幅萎縮

，巴西鐵礦石、石油、大豆、肉類等大

宗產品的出口也受到較大沖擊，貿易萎

縮將是大概率的事情。特別是出口萎縮

將擴大巴西經常項目逆差，進而使國際

收支進壹步惡化。

IMF研究部官員吉安· 瑪麗亞· 米萊

西· 費雷蒂(GianMariaMilesi-Ferretti)認為

，為控制疫情而采取的措施對經濟活動

造成損害，而全球經濟整體惡化關系到

整個地區的前景，也關系到巴西主要出

口市場的前景。

第三，國內消費將壹蹶不振。周誌

偉說，疫情暴發期間，旅遊、消費等經

濟活動受到嚴重限制。2019年消費占巴

西所有經濟活動的65%。

此外，疫情對巴西經濟的沖擊還表

現在就業。據報道，巴西主要數據機構

日前發布的壹份報告顯示，由於新冠病

毒大流行，巴西目前只有不到壹半的勞

動力在工作，有780萬人因疫情失業。

經濟正常運轉尚待時日
世界銀行的報告預計，2020年全球

GDP將萎縮5.2%，為近80年來程度最深

的衰退。周誌偉認為，總體來看，巴西

今年的經濟表現將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

，尤其從目前來看，巴西是全球疫情最

嚴重的國家之壹，經濟形勢堪憂。

巴西現在是拉美地區疫情最嚴重的

國家，也是全球新冠病毒感染第二多的

國家。此前為了防控疫情，巴西國內經濟

活動趨於停滯，進入6月，盡管疫情並未緩

和，巴西壹些地區已經開始逐步放寬限制

措施，分地區分步驟重啟經濟活動。

周誌偉說，博索納羅總統催促復工

復產，但從目前疫情來看，這種做法操

之過急，從某種程度上很可能加劇疫情

暴發，如果在疫情尚不可控的局面下重

啟經濟，經濟也不太可能實現正常運轉

，甚至可能重新回到經濟暫停的局面。

最近不少國家的政策調整，就證明了重

啟經濟需要具備較充足的前提條件。否

則，可能會付出更高的經濟代價。

周誌偉表示，據世界衛生組織預測，

巴西的疫情將在8月份迎來高峰，在9月份

出現拐點，這就說明，巴西疫情很有可能

會貫穿整個年度，這正是巴西面臨的最嚴

重的不確定性，加之目前感染病例基數龐

大，很難預測巴西疫情到底會持續多長時

間。因此，巴西經濟遭受負面沖擊和制約

的時間肯定會拉得非常長。目前，尚看不

到巴西經濟全面恢復的前景。

受疫情影響 智利結婚和離婚人數同比大幅減少
綜合報導 智利民事登記處的最新數

據顯示，受新冠疫情影響，該國4月至6

月期間，辦理結婚和離婚的人數均同比

減少了七成。

據報道，雖然沒有聚會、香檳和蜜月，

聖馬丁和維萬科還是決定於5月29日在智利

科皮亞波登記結婚。維萬科表示，“我們曾

懷疑是否要這樣做(在疫情期間結婚)，但後

來認為，最重要的是為我們的愛情而結婚。

”他們在民俗火車站前舉行了壹個簡單的儀

式，由1名牧師主持，4人出席。

據智利民事登記處的數據顯示，

2020年上半年，有21989對智利新人登記

結婚，較2019年同期的32925對減少了

31%。如果只關註新冠疫情暴發後的二

季度，降幅則更為顯著，從12816對降至

3569對，同比減少了72.1%。此外，有

3191對夫妻登記離婚，較2019年二季度

的11344對減少了71%。

報道稱，智利政府為抗擊疫情而采

取的限制措施，是結婚人數減少的原因

之壹，許多人希望等到限制減少後再舉

辦慶典。

不過，離婚率下降似乎更令人驚訝。

智利法官內格羅尼表示，“對許多人來說，

這(離婚)可能並不是目前處理的優先事項，

但法院會繼續在線上受理此類案件。”

盡管許多人因疫情暫時不考慮結婚

事宜，但也有人致電民事登記處詢問是

否可以登記結婚，卻未收到回復。烏爾

祖就表示，“疫情初期，他們告知我們

會重新安排時間，然後通知我們，但卻

杳無音信。”

民事登記處負責人阿爾瓦雷斯指出

，“我們將繼續竭盡全力保證提供服務

的連續性，盡快安排所有申請。”

此外，推遲結婚也給新人帶來壹定

壓力，比如拉米雷斯原定於4月30日前

往民事登記處，並於5月30日在天主教

堂結婚，但這些都取消了。他說，“我

們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目前尚不清楚

疫情何時會結束。”

希臘西馬其頓地區新冠病例激增
夏令營發現感染者

綜合報導 根據希臘衛生部統計數字

，希臘當天新增31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

，累計確診 3803 例，累計死亡人數為

193人。希臘馬其頓西部地區的病例激增

，度假勝地哈爾基迪基的壹處兒童夏令

營也出現新冠病例，加上連日來輸入病

例不斷增加，希臘民眾對邊境開放後的

疫情發展愈發感到擔憂。

據報道，希臘國家衛生組織官員表

示，希臘馬其頓省西部地區的新冠病例

激增，在12日發現的新冠患者中，9人

來自該地區，這些病例都有“輕微到中

度程度的呼吸道感染癥狀”，3人需要住

院治療，其余人在家接受隔離和觀察。

在這9名患者中，2人與塞爾維亞旅

行有關，其余7人最近並沒有出國旅行

的經歷，也不是已知確診病例的接觸者

，感染源頭和途徑暫時還未知。

而自6月24日以來，馬其頓省西部

地區共有36例新冠病例，其中25人是卡

斯托裏亞居民，10人是科紮尼居民，1

人是塞爾維亞遊客。

另外，在希臘北部度假勝地哈爾基

迪基的壹個兒童夏令營，12日也發現壹

名 15 歲女孩感染

新冠病毒。據悉

，這名患者是7月

5 日入住營地，4

天後發低燒。其

後她被轉移到醫

院進行檢測，被

證實感染新冠病

毒。其他與患者

同住的兒童均被

要求進行隔離和

病毒測試。

在剛過去的壹周，希臘的輸入新冠

病例集中出現在與保加利亞接壤的普羅

瑪霍納斯邊境口岸，另外在馬其頓大區

以及色雷斯北部地區也出現比較多病例

，阿提卡大區則出現零星病例。

對此，希臘政府早前公布部長級聯

合決定，要求所有從普羅瑪霍納斯邊境

口岸進入希臘的旅客須持入境前72小時

內的新冠病毒測試陰性報告。該決定已

經於11日在希臘政府公報上公布。

該措施從當地時間7月15日零點起

生效，有效期為15天，即至7月29日。

其後視乎情況再決定是否繼續延續該措

施。

根據調查公司PULSE為電視臺SKAI

進行的民調顯示，64%的希臘受訪者表

示他們“擔心”邊境開放後的旅遊季節

，導致輸入的新冠病例會越來越多，其

中34%受訪者更稱他們擔心的程度非常

深。對新冠疫情擔憂的民眾比6月初調

查時的數字明顯增多，當時對疫情表示

擔心的受訪者有44%。

相比之下，只有11%的受訪者稱他們

“很少關心”或者“根本不關心”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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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大選至今只剩下近4個月，雖然現
任總統川普民調受困於國內疫情，民調仍與對手民主黨的拜登
有一段差距，屆時不論選舉如何，勢必牽動美台關係。不過，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吉蒂斯分析，川普對於捍衛盟友不感
興趣，而近期對北京強硬只是為了自身防疫疏失找戰犯；若他
連任，自由的台灣，恐怕難以在川普第二任期內生存。

吉蒂斯（Frida Ghitis）在〈台灣能在川普第二任期存活嗎
？〉一文中指出，隨著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不斷增加對台
宣稱是其一部份，勢力持續對外擴張，但川普一向偏好從國際
合作政策中退出，甚至輕視與友邦合作，讓夾於美陸之間夾縫
之間的台灣處境更為困難。

該文指出，雖然大陸一再嘗試有限度的行動，但川普頂多
傳達了意義混雜的訊息。雖然川普政府對陸十分強硬，甚至在
美國2018年的國家防衛戰略報告中已稱 「大陸軍事化與掠奪行

為是美國必須立即採取措施的挑戰」；不過，川普反而稱讚習
近平是他的朋友，且除了貿易問題之外，其餘並未多加關注；
至於他之前猛批大陸防疫，看起來只是在找戰犯，並非真心關
心大陸的極權問題。

該文指出，根據1979年通過的台灣關係法，美國承諾確保
台灣的未來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任何對於西太平洋地區和平
與安全的威脅，美國將視為嚴重關切，並承諾維持防止台灣遭
武力侵犯的能力。不過，這項已奉行40年的政策，在川普眼中
顯得興趣缺缺，特別是談到確保同盟關係，更何況是捍衛盟友
。該文再以川普拋棄一度替美對抗 「伊斯蘭國」的庫德族為例
，在川普執政下，任何華府所對外做的承諾反而顯能無能。

此外，該文也引述前白宮國安顧問波頓（John Bolton）在
回憶錄所稱，習近平一再說服川普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如果美國忽略這一點，美陸關係將嚴重受損，川普也似乎同意

，他並以白宮內的 「堅毅桌」形容是大陸，而台灣只是 「筆尖
」。

至於大陸是否近期會進一步對台採取行動，該文指出，最
近北京已不顧國際意見反彈，強行推出香港國安法，不顧先前
「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承諾；而不只香港是北京想要展示

其肌肉的地方，在新疆，大陸在當地建起了所謂的 「再教育營
」拘禁了上百萬維吾爾族，仍無視來自全球的反對。但根據波
頓的回憶錄，川普甚至認為大陸做的對，集中營應該繼續蓋，
實在沒有理由期待川普會因對盟友承諾或是出於憤怒，可能對
台灣挺身而出。

該文最後指出，如果大陸決定對台採取軍事行動，言語一
向好戰但實際並不如此的川普，可能會假裝挺身對抗北京，但
當美國為了一個小小盟友而捲入糾紛之際，他的本能就會爆發
，特別這可能會毀了與強大貿易夥伴的關係。

（綜合報導）據熟知提案的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政府正考
慮全面禁止中共黨員和家屬赴美，而這幾乎無疑會引發北京報
復，對想要入境中國大陸，或濟濟留在當地的人採取行動，並
使中美緊張加劇。

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16日報導，仍在
草擬的總統文告（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可能授權美國政府
，取消已在美境的中共黨員和家屬簽證，以致使他們被驅逐。

部份提案的條文也針對解放軍成員，還有國企高官，擬議
限制他們赴美。事實上，許多國企高官很可能大都也是中共黨
員。不過，4名知情人士透露，提案的細節尚未敲定，而川普

最後可能會否決。
川普為了爭取連任，和他的競選策士一直設法，要塑造出

他對北京強硬的形象。可是自從他2017年就職以來，言行就在
兩極間擺動。他一方面在貿易等議題上批評北京，但又大讚中
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甚至懇請對方協助他贏得連任。

此外，還有些現實問題，中共有9200萬黨員，而2018年
就有近300萬中國大陸公民造訪美國。不過，由於新冠肺炎疫
情，還有目前禁止多數大陸人境影響，這數字已直線下降。

另一方面，美國政府不知道絕大多數中共黨員的黨內地位
。無論是要設法立即辨識他們的身分，以拒絕讓他們入境，或

是是驅逐那些已在美國境內的中共黨員，都將困難重重。
而2017年時，川普總統令曾援用 「移民與國籍法」（Im-

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對一些穆斯林國家發布旅遊禁
令，暫時阻止一些被視為 「有損美國利益」的外國人赴美。這
項2017年的禁令曾在法院提出審議，但在今年擴大。而川普政
府可能援用同樣的法律，來對付中共黨員。

若是川普政府真的採取這廣泛的禁令，那將是中美2018年
開始打貿易戰以來，美方對北京最挑釁的行動，而這將進一步
破壞雙方關係。

紐時：川普新制裁！
打算禁中共黨員及家屬赴美 已入境者取消簽證

（綜合報導）美國近日公布的兩項最新民調發現，前副總
統拜登的支持度與總統川普拉開差距。昆寧佩克大學（Quin-
nipiac University）全國民調顯示，前副總統拜登支持度領先總
統川普15個百分點，而隨著經濟在武漢肺炎衝擊下轉差，民眾
對川普施政表現也越來越不滿。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昆寧佩克最新民調顯
示，52%已登記選民表示會在大選中支持民主黨籍前副總統拜
登，37%表示會支持共和黨籍現任總統川普，兩者差距拉開，
昆寧佩克6月的民調指49%選民支持拜登，41%支持川普。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與《華爾街日報》（NBC/WSJ）周三
公布的聯合民調也顯示，拜登對川普的領先優勢擴大，51%選
民表示會投拜登，會投給川普為40%；而這兩間機構6月做的

聯合民調中，拜登以49%支持度，領先42%的川普。
昆寧佩克大學民調在7月9日至13日進行，在全國隨機抽

樣1273名已登記選民受訪。NBC/WSJ民調則在6月9日至12
日進行，在全國抽樣900名已登記選民受訪。

昆寧佩克最新民調也發現，隨著經濟轉差，民眾對川普的
施政表現轉趨不滿。過往的昆寧佩克民調中，經濟是川普唯一
獲得淨正面評價的項目，但現在認同他施政的選民跌至44%，
不認同的則有53%。不過川普經濟表現仍能在NBC/WSJ民調
得到多數人支持，有54%認同、42%不認同，與2月同一民調結
果相若。

昆寧佩克民調中，認同川普處理種族關係手法的人有33%
，認同他應對武漢肺炎方式的則有37%。整體來看，36%已登

記選民認同川普整體施政表現，60%不認同，差距比6月時的
民調大，當時42%選民表示認同、55%不認同。當選民被問到
他們覺得拜登和川普誰處理經濟問題會做得較好，50%選民選
擇拜登、45%選擇川普，比6月時51%選擇川普、46%選擇拜登
的形勢逆轉。

許多學校在武漢肺炎疫情下停課，61%選民也不認同川普
處理學校復課的方式，只有29%認同。62%選民認為讓小學、
中學和高中生秋天復課並不安全，40%認為安全，34%選民認
為讓大學生秋天復課安全。NBC/WSJ民調也顯示，57%選民會
選擇投給著重控制疫情擴散的總統或國會議員候選人，25%會
選擇投給著重於重啟商業活動的候選人。

【美國大選】最新民調︰拜登拉開與川普差距 領先15個百分點

川普若連任恐讓台生存陷危機川普若連任恐讓台生存陷危機
《《華郵華郵》》點出兩大原因點出兩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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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果巷，是常州一条不起眼的小巷

，却是本地保存最好的一条古巷。整

个巷子长不过几百米，由和平路向西

拐进去，再从公园路走出来，步行要

不了 10 分钟。然而，若用文化的步幅

去丈量，你便走过了五百多年的历史

。在巷子两边斑斑驳驳的院墙上，用

手指甲轻轻一刮，刮下的不仅是淡青

色的石灰，还有凝固在石灰里那遥远

的记忆。在石板路上行走，望着两边

编了号码的门楣，轻轻跺一跺脚，便

可跺出一则逸事。站在巷尾，仰头朝

上看，可见巷子里挂着各种晾晒的衣

物，似彩旗飘飘，如蝴蝶翻飞，阳光

把它们的影子照在粉墙上，摇曳如同

一幅幅江南水乡特色的水墨画。

6月的江南雨多，大街小巷氤氲着栀

子花淡淡的香，此时撑一把油纸伞在

青果巷里漫步，雨点打在伞上“滴答

、滴答”地响，湿润的心不禁滋生出

一缕追忆古人的幽思，在这淡淡的花

香里，想起那一个个熟悉的姓名。

距今 500年前，明嘉靖年间唐顺之

（字荆川）从这里出发赴京赶考，会试

高中状元。这位文武全能的江南才子，

深受当时士子们仰慕，倭寇则闻风丧胆

。功成名就的他及其后人将青果巷的祖

居逐渐扩建成了“唐氏八宅”，即八桂

、页书、筠星、松健、礼和、四并、复

始、贞和八堂，几乎占据了半条巷子，

其中又以八桂堂为标志，展现了江南士

族的民居特色。八桂堂因荆川“蟾宫折

桂”后在院子里栽种了八棵桂花树而得

名，每到秋季芳香馥郁。唐荆川当年栽

种的桂树，为这条巷子带来了很多灵气

。数百年里，在这个宅子里住过的几乎

都成了历史名人。

到了清中期，大画家汤贻汾（号两

生）就居住在翰墨芬芳的“可对堂”

里。这位文武全才，精骑射，娴韬略

，熟音律，且通天文、地理及百家之

学。他还是艺术通才，诗、书、画皆

名动天下，画与恽南田齐名，同戴熙

并称为“汤戴”。汤贻汾书画宗于董

其昌，闲淡超逸，画梅极有神韵，世

人评说其艺术、人品为“诗书画，三绝

重当时；大节凛然千古在，虚名犹恐世

人知”。驻足这座宅屋前，可见砖雕门

楼气势恢宏，门楼上“可对堂”三个字

为明末抗清名将史可法手书。古宅有前

厅，还有后堂，均为古色古香的砖木建

筑，室内现存两方由汤贻汾亲撰的《忠

考祠祀》石碑。

晚清洋务运动先驱盛宣怀的故居就

在“盛愚斋”。这座宅院古色古香，轿

厅、花厅、客厅一应俱全；砖雕门楼高

敞气派，有飞檐回廊，黄石假山曲径通

幽。盛宣怀从这座庭院走出去的那天起

，便怀有“人才救国、实业兴邦、慈善

为民”的抱负，后来曾创下十一项“中

国第一”，包括第一所大学、第一家银

行、第一家钢厂、第一条铁路等，涉猎

金融、实业、运输、教育、卫生、慈善

等多个领域，不仅为中国现代工业奠定

了基础，还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杰出

的贡献。孙中山先生曾评价这位近代实

业界的翘楚为“热心公益，而经济界又

极有信用”。

位于青果巷西侧的“留馀堂”为晚

清著名讽刺小说家李伯元的故居，这

里原是唐氏“礼和堂”的遗址。临街

门屋、轿厅、大厅以及屏门上都悬挂

着匾额，在三至四进间还有一座二层

木结构的转楼。古居门窗、翻轩、月

梁上刻有荷花、寿桃等黄杨木雕，工

艺十分考究；天井内有一只白石洗砚

池，汲取了当年这位江南才子的笔墨

浓香；狭弄里有一眼古井，深不及底

，至今仍芳甜清冽。李伯元不但工诗

善画，代表作《官场现形记》更是脍

炙人口，讽刺的不是个别的贪官污吏

，而是晚清整个政治体制的腐朽。在

这坐南朝北的沿河古宅里，他还完成

了《庚子国复弹词》《文明小史》

《活地狱》等著作。

语言学家赵元任的故居在“湛贻堂

”。需要说明的是，常州城内曾有两

座“湛贻堂”，其一在前北岸清朝诗

人赵翼的故居内，另一座就在青果巷

东北侧。这是一幢江南特有的回字形

转楼，现在虽色泽灰黯，略显颓败，

但仍不失当年的雄风。这里的一根根

浑圆的廊柱、一片片黛色砖瓦都还能

体现这座古宅的庄重与大气。可以想

象幼时的赵元任在这里度过多少个晨

读暮诵的日子，前庭后院留下他多少

求知的渴望，房楼舍屋又为他奠定多

么坚定的报国之心！

瞿秋白故居“天香楼”位于青果巷

的中段，原为唐氏八堂之一。晚晴时

秋白祖父在此建造府第，硬山造屋的

砖木结构，两侧有走廊贯穿前后，每

进间都有天井。前院就是有名的“八

桂堂”，后院则为唐宅的藏经楼，后改

名为“天香楼”。这是一座典型的具有

江南风格的明清院落，头门进屋有门房

直通大厅，大厅堂屋为回形沿廊。砖雕

门楼气宇轩昂，客堂有翻轩与屏门，高

大的风火墙把前后分隔开来。1899年的

一个冬日，从这里传来一阵啼哭，一位

后来担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婴儿

来到了人世。他从这里走出常州，到苏

联接受马克思主义洗礼，成为一位坚强

的共产主义战士，最后为民族解放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

青果巷之所以闻名遐迩，得益于数

百年间从这条巷里走出的一批又一批

江南名士。在他们中间，还有清代状

元、画家钱维诚、现代剧作家吴祖光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大律师史良

和现代实业家刘国钧。他们就像群

星 一 样 璀 璨 了 常 州 历 史 的 天 空 。

“一条青果巷，明清两状元；进士

及第百，半街皆名苑。”人也是环

境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江南温和的

气候才使这里人蔓生出重学尚文、

勤耕爱读的人文性格和讲究信用、

勇于创新的商业精神。巷中原有的

大小牌坊，不管是功德碑，还是忠

孝坊都见证了这条古巷主人的不同

寻常。古朴的青果巷，民宅随处可

见落地长窗，透过窗户便能看到通

向码头的阡陌、端坐在小河上的石

桥，还有那一座座见证了历史沧桑

的石库门楼。爬满苔痕的石阶凝聚

了 500 年来这里的人与事物。小巷深

深，水街悠长，岁月留下人间沧桑

；重门叠户，庭院深深，天人合一

，与自然融为一体；厅堂多彩，雕

梁画栋，处处展现江南民居的艺术

辉煌。

从青果巷走出来，回望这条古老

的江南小巷，不同年代相继建起了

风格各异的民居宅第，它们大都临

水而居，沿河成巷。巷、街、河、

桥构成了典型的因水成街、沿巷成

市、家家枕河的小城景观。这条恬

静幽深的小巷是前人留给常州的文

化遗存，所幸在我们这个飞速发展

的时代，青果巷还能让我们回忆起

乡愁：河巷悠长，迂回曲折；绿水

潺潺，傍巷流淌；垂柳依依，轻拂

水面；石桥卧波，水舟竞渡，处处

显示水韵风情。但愿在青果巷历史

街区的改造过程中，能原汁原味地

保留本地的古风民俗，任洁白的粉

墙上爬满岁月的皱纹，在古老的井

台上，还能舀一瓢时光的甘冽，在

小巷深处还能听到娇娘“栀子花，

白兰花”的柔声叫卖……

江南的栀子花，在严冬孕育，经过

春的萌发，直到仲夏才开出乳白色的

花。青果巷如同栀子花一样，经过漫

长的历史，汲取了天地之灵气、日月

之精华，从这里走出的那些名人志士

都绽放出人生的芬芳。如今我们正处

在城市化飞速发展的时代，应该注意

保存先人留下的历史遗存，使城市具

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如果把常州看作

是行走在江南大地上的一位灵动女子

，那么青果巷就是她头上戴的那朵清

香怡人的栀子花......

栀
子
花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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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新增62例確診病例
境外輸入病例時隔110天創新高

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13

日通報，截至當地時間當天0時，韓國較

前壹天0時新增62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累計確診13479例；無新增死亡病例，累

計死亡病例289例。

據報道，7月以來，韓國單日新增病

例持續在40例至60例間徘徊，11日曾降

至35例，但13日再次反彈至60例以上。

13日報告的單日新增確診病例中，43

例為境外輸入病例。境外輸入病例數自3

月25日(51例)以後，時隔110天再創新高

。其中18例在入境檢疫過程中確診，25

例在入境後居家隔離期內確診。

韓國境外輸入病例自4月中旬以來保

持在10例以下，但近期全球多地疫情再

次升級，6月26日以來連續18天呈兩位數

增長之勢。

另外，新增病例中19例為社區感染

，分別為首爾市10例、京畿道3例、光州

市6例。

社區感染方面，以首都圈和光州市為

中心，此前發生的集體感染余波尚未停止

，持續發酵。有關光州上門銷售引發的集

體感染，出現確診患者的設施及聚會已增

至12處，累計確診人數達135人。與京畿

道議政府市群聚性感染有關的確診病例新

增1例，累計確診31例。

首爾市長自殺 對韓國政壇影響幾何？
韓國首爾市市長樸元淳自殺身亡引

發韓國政壇“地震”。韓國媒體分析稱

，執政黨與在野黨將在明年4月舉行的

首爾市長補選壹事上展開激烈爭奪。

樸元淳生於1956年，是下屆總統潛

在競選者之壹。自殺前，他曾被女職員

控訴“性騷擾”。

樸元淳自殺引輿論爭議
13日，樸元淳遺體告別儀式舉行。

清晨7時多，大批民眾聚集在首爾市政

府大樓外，支持者哭聲不斷，高喊“市

長去了沒有壞人的地方，請安息”，也

有反對者抗議要求“調查‘性騷擾’真

相。”

樸元淳之死引發爭議。連日來，超

1.6萬市民在焚香所吊唁樸元淳，寫著哀

思的黃紙條貼滿留言板。但針對官方為

樸元淳舉行市長級別葬禮，大批民眾在

青瓦臺留言板留言，認為“不妥”。

出身貧寒的樸元淳，多年以清廉、

親民形象示眾。他大學時曾因抗議軍事

獨裁被開除學籍，1983年成為律師後，

主要幫底層民眾維權。

2011 年，樸元淳當選首爾市長，

2014年和2018年兩度連任，擁有較高聲

譽。據官方資料，樸元淳連續多年在高

層公職人員中持有資產最少，2019年負

債6.9億韓元。

樸元淳被視為女性權益的支持者，

他曾為韓國首例“性騷擾”案受害者辯

護；任市長時，是多個女性民間團體法

律顧問。在韓國“N號房”等事件中，

他公開要求嚴懲施暴者。

分析認為，性醜聞讓樸元淳“人設

崩塌”面臨強烈社會譴責，且對執政黨

公眾形象造成負面影響。

執政黨接連“折兵損將”
樸元淳是文在寅政府的積極支持

者。前總統樸槿惠“親信幹政”事件

中，樸元淳強烈批評樸槿惠，公開支

持示威集會；曾起訴前總統李明博。疫

情期間，樸元淳采取禁止集會、關停教

會等強力措施，以“鐵腕抗疫”力挺中

央政府。

近年來，執政黨已折損多位“大

將”。2019年，前忠清南道知事安熙

正，被控性侵女秘書入獄，他曾被視為

“文在寅接班人”。去年9月，文在寅

“心腹”曹國受質疑，上任法務部長官

僅壹個多月便辭職。今年4月，現年71

歲的前釜山市長吳巨敦突然辭職，原因

是和女職員“有過不必要身體接觸”。

短短壹年，多位政治明星仕途盡

毀。輿論認為，頻發的負面事件，讓選

民對進步派政治人物的道德形象產生質

疑，執政黨內或出現震動。

政局暫穩但“暗流湧動”
有分析認為，雖然樸元淳之死“重

創”執政黨，但短期看，政局難有顛覆

性變化。除非發生“黑天鵝事件”，進

步派勢力繼續執政幾成定局，但樸元淳

派系人員變動將影響政壇走向。

進步派勢力仍大權在握。2016年國

會選舉、2017年總統大選、2018年地方

選舉和今年國會選舉中，執政黨共同民

主黨已“四連勝”。尤其在4月國會選

舉中，執政黨在300個議員席位中“豪

奪”180席。保守派勢力元氣大傷。

首爾市長是韓國最具實權職位之

壹，為各黨派必爭之位。樸元淳“執

掌”首爾近10年，安插親信眾多、亦存

爭議，他身亡

後，政壇“暗

流湧動”。

現空缺的

首爾市長職位

將於明年4月補

選。韓聯社等

媒體分析稱，

這將是執政黨

與在野黨在總

統大選前最為

激烈的壹次競

爭。最大在野

黨未來統合黨

應急對策委員長金鐘仁公開稱，該黨將

以“相當於總統競選”的精力投入市長

選舉。

執政黨則對樸元淳高度評價。共同

民主黨黨首李海瓚13日稱“樸元淳是韓

國公民運動的象征”。該黨議員樸洪根

呼籲不要散布虛假新聞，勿給遺屬帶來

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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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過去壹周，持續的暴雨天氣導致

日本多地河流泛濫、山體塌方、大量房屋被淹。

截至當地時間13日中午12時，這場暴雨已造成

熊本縣等地至少72人不幸遇難，另有13人下落

不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當天赴災區視察。

據報道，此次災情主要集中在九州地區。根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統計，目前已知熊本縣64

人死亡，其中壹家養老院“千壽園”因河水泛濫

被淹沒，共有14名老人不幸遇難。福岡縣2死、

大分縣1死、長崎縣1死、愛媛縣2死、靜岡縣1

死、長野縣1死。

報道稱，由警察、消防部門和自衛隊組成的

救援隊目前仍在當地搜救失蹤人員。

另據日本氣象廳消息，西日本地區從13日

晚到14日，東日本地區14日，局部地區將出現

伴隨雷電的強降雨，每小時雨量超過50毫米。

暴雨天氣將再次來臨。氣象廳提醒人們，繼續提

高警惕，留意地質災害。

當地時間13日上午，安倍搭機前往災區為

遇難者祈禱，並承諾全力協助地方政府重建。

據報道，安倍首先抵達養老院“千壽園”探視。他站在仍殘

留著泥巴及瓦礫的設施前，為遇難者默禱。安倍表示，會盡全力

協助地方重建，也會在提供民眾應急住所及派遣協助職員進駐等

方面給予協助，“中央會跟地方壹同全力因應災情”。

報道稱，安倍預計13日下午前往另壹處重災區人吉市探

訪避難所內民眾，並跟人吉市長松岡隼人就未來應對對策交

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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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波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續，15

日香港新增 19宗確診個案，當中 14

宗為本地個案，半數源頭不明，初步

確診個案則高達 37宗；港泰護老中

心再有一名院友不治，另有一名牛池灣居民病逝，使今波疫情的死亡個案

增至3宗。香港公營醫療系統首當其衝，全港公院截至15日共收治314名新

冠患者，數量較半個月前急增超過兩倍，香港醫管局重申在有需要時會使

用社區隔離設施。有消息人士指，鯉魚門檢疫中心部分單位將用作收治等

待出院的病情穩定患者，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建議，若社區爆發升級，可

改用亞博館作“方艙醫院”，以免醫療系統崩潰。■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多部門公僕疫下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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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伊利沙伯醫院一個內科病房
繼早前先後有3名病人確診及初步
確診後，香港醫管局15日證實該
院一名病人服務助理初步確診新
冠肺炎，她住在慈雲山，但10日
至14日都沒有回醫院上班，相信
她與院內感染群組無關，亦未有
證據顯示她於工作期間感染其他
院內病人。

另外，在病房出現群組爆發
後，院方已跟進該病房餘下42名
住院女病人，全部病人的鼻咽拭
子樣本呈陰性反應。院方亦繼續
跟進和確診病人有接觸的醫護人
員，包括醫生、護士、專職醫療
人員、病人服務助理等，至今為
62人提供病毒測試，30人結果呈
陰性，其餘測試仍在處理中。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
主任張竹君補充，該病房14日確
診的77歲患者在上月28日已經因
為跌倒而入院，之後回過所住安
老院半日，估計她是在醫院感
染。患者周日轉院往佛教醫院期
間曾與另一名長者同房，該名長
者已出院，住在紅磡寶其利街
“文化村專業護理安老院”，院
方已安排她入住單人房間。

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獻
指，該局在疫情爆發後，一直對住
在安老院、殘疾人士院舍、護養院
和需入住精神科病房的高危群組進
行病毒篩查，經過今次院內感染事
件後已決定採納專家建議，擴大高
危群組定義至包括慈雲山居民，即
使他們入院時沒有病徵，醫護人員
亦會為他們進行新冠病毒檢測。

伊院一病人服務助理染疫

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
任張竹君表示，雖然15日的確診

個案回落，但並不反映香港的疫情回
穩，“因為今日（15日）的初步確診個
案有多達37宗，如果都確診埋，就好多
個案。”

隔離設施超負荷 將用社區隔離
確診個案急增令醫管局再次面對隔離

設施不足的挑戰，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
（質素及標準）劉家獻表示，全港13間公立
醫院現時收治314名新冠肺炎患者，截至15日
早上9時啟用了639間負壓病房，合共提供1,186

張負壓病床，使用率分別為72%及62%。
劉家獻重申，醫管局會盡可能增加一線隔離病床

的供應，“現時原本是隔離設施進行保養檢查的時間，但局
方已決定暫緩有關工作，並調動醫院內的病人，以盡快加開
二線隔離病房，滿足服務需求。”該局一直有就一旦隔離設
施需求超出服務能力作兩手準備，屆時將會動用社區隔離設
施協助抗疫。

據了解，鯉魚門檢疫中心是理想的社區隔離設施，醫管
局希望將該中心分間作兩邊，其中一邊在有需要時讓等待出
院的穩定病人進行隔離，另一邊則接收強制檢疫人士。

政府專家顧問之一，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
同，政府要有兩手準備，防範社區進一步大爆發，可以考慮
徵用鯉魚門、西貢、八鄉和竹篙灣，但若情況進一步惡化，
政府應考慮啟用亞博展覽館作“方艙醫院”，“若有大爆
發，可能要用這些地方處理輕微個案或康復個案。”據了解
醫管局亦有考慮亞博館作應急之用，但要先解決配套如排
污、通風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多名公務員在新一
波疫情爆發下“中招”，一名38歲女入境事務主任及一名
57歲食環署女職員15日確診，另一名36歲男海關助理貿
易管制主任則初步確診；另外，15日晚傳出一名被停職男
警員也確診。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15日
在疫情簡報會上，被問及政府應否讓公務員居家辦公時，
表示政府高層會考慮，而她建議若僱主可安排，應讓員工
在家工作。

繼早前一名在灣仔入境事務大樓工作的38歲管制支援
組男高級入境事務助理確診後，另一同樓層上班的43歲女
入境事務主任15日亦確診，其父也受感染，母親則於早前
證實染疫。曾與她一起進餐的同事須隔離檢疫，其他同事
會獲派樣本樽提供深喉唾液作病毒檢測。

另外，一名在金鐘道政府合署工作的57歲食環署女職
員亦確診，她負責文件收發工作。張竹君15日指出，該名
女職員最近一日上班是上周五（10日），本周一（13日）
才有發燒症狀，傳染給同事機會不大，其已確診丈夫較她
早病發，相信她在家中受感染機會較大。

至於新增的初步確診個案，包括一名居於荃灣荃威花
園的36歲男海關助理貿易管制主任，其辦公地點為啟德協
調道工業貿易大樓20樓，同組工作的人員有6人至7人，
由於他平日要到不同地區工作，中心須翻查其更表以追蹤

調查。
海關指出，該名助理貿易管制主任工作地點非公眾樓

層，不對外開放，但其有到訪貿易商處所執行外勤貿易視
察和證書核查職務，最近一次上班是本周二（14日），同
晚因身體不適往私家診所求診，轉介往醫院，15日早獲通
知初步確診，已入院隔離治療，情況穩定。

該人員最近沒有外遊，在辦公室及外勤工作時均有
戴外科口罩，與接觸人士保持適當社交距離，上班期間
一直有進行體溫探測，體溫正常。海關表示正密切配合
衞生防護中心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共同辦公的職員未出
現病徵，海關安排共同辦公同事作病毒測試，並安排對
相關樓層徹底清潔消毒。

15日晚則有消息指出，一名去年涉及藏有毒品“氯胺
酮”（K仔）遭起訴並被停職的陳姓男警員，15日確診染
疫，他每日也需要往青山警署報到，但只逗留數分鐘。

香港城巿大學緊急事故應變小組15日亦宣布，接獲通
報指一名實驗室員工染疫，送院治療。該員工得悉曾到訪
一個受感染群組後，已即時通報所屬部門和獲安排在家工
作，至15日證實感染，而其對上一次回校工作日期為本月
8日上午，大學已按衞生防護中心指引，全面消毒及清洗
校園相關範圍，並已聯絡受影響同事和學生，安排在家工
作及上課。

■■專家顧問許樹昌建議專家顧問許樹昌建議，，若社區爆發升級若社區爆發升級，，可改用亞博館作可改用亞博館作““方艙醫院方艙醫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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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源頭個案位置圖 ▶15日疫情記者會指香港新增19宗確
診個案，當中14宗為本地個案，半數
源頭不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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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禁用華為是高度政治化操弄
外交部：將採一切必要手段維護中企權益 駐英大使：英營商環境成疑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觀察者網報道，就英國宣布禁用華

為5G設備一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15日在例行記者會上

說，中方將全面、嚴肅評估這一事件，並採取一切必要手段，維護

中國企業的正當合法權益。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在推特上也斥責

英國作出了一個令人失望且錯誤的決定。他也指出，英國能否為其

他國家的企業提供一個開放、公平和非歧視的商業環境已成疑慮。

華春瑩指出，英方在沒有任何確鑿證
據的條件下，以莫須有的風險為藉

口，配合美國歧視、排除中國企業，公
然違反市場經濟原則和自由貿易規則，
違背英方已經作出的有關承諾，嚴重損
害中國企業的正當利益，嚴重衝擊中英
合作的互信基礎，中方對此強烈反對。
這不是一家企業、一個產業的問題，而
是英方不計代價將商業和技術問題高度
政治化的問題，是中國在英投資安全受
到更明顯威脅的問題，是我們對英國市
場能否保持開放、公平、非歧視的信心
問題。

美國恐嚇威脅挑撥別國
“我們對此嚴重關切。中方將全

面、嚴肅評估這一事件，並採取一切必
要手段，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合法權
益。”華春瑩說。

有記者提問，美國總統特朗普14日
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公開承認稱，他勸
說了很多國家不要使用華為，想跟美國
做生意就別用華為，否則會影響有關國
家同美國的關係。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華春瑩回應說，這再次證明有關禁
用華為的決定與國家安全無關，而是高
度政治化的操弄。也再次讓世人看清，
到處恐嚇、威脅、挑撥、威逼的不是中
國，而是美國。

華為與170餘國家有合作
有記者提問，如果其他國家也同英

國一樣封殺華為，中方會對它們採取相
應措施嗎？

華春瑩表示，大家都知道華為跟
170多個國家有良好的合作關係，英國
配合美國歧視、打壓華為，特朗普總統
還公開講他去跟各國施壓，如果要跟美

國合作，就不能跟華為合作，這赤裸裸
的威脅，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但是我
想絕大多數國家的領導人會有他們自己
的智慧和判斷，他們會從事情本身的是
非曲直來做出最符合他們國家利益和企
業的決定，並採取正確的行動。這點是
肯定的，我們有足夠的信心。大家也都
看到，儘管美國打壓，但是中國企業、
中國發展的步伐沒有停止。

華春瑩指出，中國不希望因為某個
國家屈從於美國的恐嚇而對中國企業採
取不利的措施，然後我們進行回擊。我
們不希望看到這樣的局面；我們希望的
是中國同越來越多的國家、同所有的國
家都能本着平等互利互惠共贏的原則來
開展合作，這才是各國人民都希望看到
的。

英國錯誤決定令人失望
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在推特上回

應英國封殺華為的舉動時稱，英國在華
為5G上作出了一個令人失望且錯誤的
決定。英國能否為其他國家的企業提供
一個開放、公平和非歧視的商業環境已
成疑慮。

據了解，目前，華為在英國總共部
署了2萬個基站，英國四大電信運營商
O2、沃達豐（Vodafone）、EE（Every-
thing Everywhere）和Three均使用華為
5G設備。英國移動運營商BT（British
Telecom）和沃達豐警告稱，如果更短
時間內移除華為所有5G設備，客戶將
會面臨手機信號中斷風險。此外，華為
在英國共有1,600位員工，在愛丁堡、
布里斯托、劍橋和伊普斯維奇等地設有
專門的研究中心，並為帝國理工、南安
普頓大學、薩里大學等研究機構提供資
助。

受疫情和脫歐等多重因素影響，當前英
國經濟深陷衰退。在經濟增長尤需助力之
時，英國政府下令封殺華為，無端干預市
場，踐踏商業規則，向投資者釋放錯誤信
號，損害透明的營商環境，對英國自身發展

有百弊而無一利。
從科技發展來說，英國政府此舉是自毀前程。英國

正致力於引領全球5G發展，並制定了千兆寬帶全覆蓋的
目標。過去20年，華為已深度參與英國電信網絡建設，
得到了英方合作夥伴的信賴和支持，沃達豐等英國電信運
營商多次力挺華為。英國工黨議員昂烏拉指出，政府的決
定對英國數字經濟而言如同“一場外太空都可見的車
禍”。華為也表示，英國政府的決定可能將英國拖入數字
慢車道，推高賬單、加深數字鴻溝，與政府升級基礎設施
的承諾背道而馳。

英國政府此舉是對美國政府霸凌政策的妥協，是對
其獨立判斷和自主決策外交的自我否定。美方歪曲抹黑、
政治打壓比自己技術先進的公司，不僅不會贏得任何優勢
和尊重，只會令人不齒，最終必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中英經濟高度互補，兩國利益高度融合，雙方合作
為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英方堅持在事關本國長
遠利益的問題上犯糊塗，只會釀成損人更害己的苦果。

■新華社

英自毀數字經濟前程
�
/=

各方聲音
◆這一決定不可避免會導致本地5G網絡部署延後，以
及運營商要承擔更高的總體成本，也給英國爭取成
為5G領域全球領軍力量的雄心帶來“沉重打擊”。

英國行業分析機構“CCS洞察”公司消費者和連接業
務總監凱斯特．曼接受新華社採訪時如此說

◆5G產業將為英國創造高達1,980億英鎊經濟價值，
禁用華為5G設備的代價是，將給英國5G建設造成
18個月至24個月的延遲，並帶來45億到68億英
鎊損失，英國將失去5G發展的全球領先地位。

英國諮詢公司“組合研究”（Assembly Research）

◆德國聯邦政府選擇“持平、且對技術和生產商保持
中立”的做法，不會從一開始就將特定參與者排除
在外。

德國聯邦經濟部回應中新社關於該國5G建設是否排
除華為的問詢時如此表態

◆“我們正在為5G核心網絡選擇供應商的階段，包
括來自中國和歐洲的供應商。”

7月14日，泰國最大的移動運營商Advanced Info Ser-
vice Pcl（AIS）宣布，參與競標的公司包括愛立信、
諾基亞、華為、中興和三星

14日晚間，中國文化和旅遊部發布相關
通知：恢復跨省（區、市）團隊旅遊。許多旅
遊業界從業人員的社交圈內喜氣洋洋。“像過
年一樣熱鬧”，攜程廣東的工作人員向香港文
匯報記者感歎，暫停172天後，內地跨省遊恢

復開放的消息讓業界人員歡呼雀躍且摩拳擦掌。

產品主打私家團小團
如何讓暑期遊客青睞有加？各旅行機構都拿出精品線

路來主打。目前，攜程12萬條產品線路、去哪兒55,000條
產品線路都在摩拳擦掌等待全面上架。

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發現，這類跟團遊、自由行、主
題遊、定製遊等產品主打私家團、精緻小團、中高端團等
形式，滿足民眾安全出遊的需求。

同樣，廣之旅有調查數據發現，疫情防控期間，遊客

對旅途過程中住宿品質、行程安排、餐飲質量的關注度最
高。超六成的受訪者表示更願意選擇20人以下的團隊；人
均出遊預算在5,000元至10,000元人民幣的選擇量最大。

出遊信息搜索量漲500%
廣之旅介紹，業界都在積極關注內地各省市的進一步

通知，只要各地恢復的消息一出，產品便會第一時間上
線。記者獲悉，廣之旅即將上架的熱門線路產品，西北、
西南方向的團隊遊為主打。如新疆、雲南、寧甘青、四
川、西藏、貴州等受疫情影響較小，恢復較快且風景秀
麗，是都市客的心頭好。

值得一提的是，攜程平台上度假、酒店、民航等各個
板塊的瞬時搜索量相比開放前暴漲500%，民眾出遊熱情
正在被激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內地恢復跨省團隊遊 精品線路迎暑期
��$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王逍及華龍
網報道，江西重慶兩地先後在從厄瓜多爾
進口的凍南美白蝦外包裝檢出新冠病毒核
酸陽性。

江西省萍鄉市官方15日發布公告說，
該市消費者從一團購平台購買厄瓜多爾凍
蝦，該批次產品的外包裝檢出新冠病毒核
酸陽性。

公告介紹，7月13日下午，萍鄉市
接到省疫情防控指揮部轉來的湖南省應
對新冠肺炎聯防聯控機制疫情防控組的
工作提示，萍鄉市部分消費者通過“興
盛優選”團購平台購買了厄瓜多爾凍南
美白蝦產品，同批次相關產品集裝箱內
壁和外包裝經檢測，新冠病毒核酸呈陽

性。
萍鄉市疫情防控應急指揮部迅速行

動，已第一時間對配送點、門店、消費者
及相關接觸人員進行全面排查，對物品進
行封存，對接觸人員進行居家隔離，並嚴
格開展環境、物品和接觸人員的核酸檢
測。

華龍網7月15日消息，根據國家相
關部委部署，按照重慶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領導小組工作要求，沙坪壩區
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對從厄瓜多爾進
口的凍南美白蝦進行了全面清查。7月
14日，檢測發現西部物流園一冷凍倉庫
部分產品外包裝新冠病毒核酸呈陽性。
相關防控工作正按要求規範有序開展。

江西重慶檢出厄國凍蝦外包裝含新冠

■■英國宣布禁用華為英國宣布禁用華為55GG設備設備，，中方表示將採取一切必要手段中方表示將採取一切必要手段，，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合法權益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合法權益。。中國駐英國中國駐英國
大使劉曉明也斥責英國營商環境成疑大使劉曉明也斥責英國營商環境成疑。。圖為倫敦牛律街華為產品廣告牌前行人在打電話圖為倫敦牛律街華為產品廣告牌前行人在打電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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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王逍、江鑫

嫻及財新網報道，自6月入汛以來，長

江中下游的強降雨就進入“車輪戰”，

短短一個半月時間，前後7輪強降雨輪

番來襲。“超警”、“歷史同期最

高”、“刷新歷史極值”，南方不少地

區的河湖水位和降雨量不斷創下新高。

按照氣象預報，16日長江中下游地區將

迎來新一輪降水的最強時段，鄱陽湖、

洞庭湖、太湖流域以及長江部分江段面

臨新一波防汛考驗。安徽省防汛抗旱指

揮部發出命令，要求安慶、銅陵等5市

立即做好長江江心洲和外灘圩人員撤離

工作。

長江中下游迎新一輪最強降雨
鄱陽湖等地再臨考驗 安徽5市江心洲人員撤離

■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揮部發出命令，要求安慶等5市立即做好部分人員撤離工作。 網上圖片

江西省防指搶險救援組副組長、省應急廳預案
局局長李顯明15日在省防汛抗旱指揮部新聞

通氣會上介紹，當前，江西省正處防汛Ι級應急響
應的關鍵時期。7月14日統計，長江幹流、鄱陽湖
區及其它堤防超警長度2,531公里，全省約150條圩
堤出現險情1,007處，險情類型主要為泡泉447處，
滲水滲漏126處，管湧109處，散浸45處。其中
980餘處已完成處置，險情基本穩定。尚餘 23
（14+9條圩堤）處未完成處置險情，已採取轉移群
眾或實施反濾圍井等措施進行處理。

贛緊急轉移安置65.4萬人
截至7月14日21時30分統計，7月6日開始的

洪澇災害共造成江西全省642.4萬人受災，緊急轉
移安置65.4萬人，需緊急生活救助25.9萬人，農作
物受災面積583.9千公頃，絕收123.6千公頃，倒塌
房屋1,494間，嚴重損壞房屋2,767間，直接經濟損

失117.6億元人民幣，災情還在進一步統計核查
中。

料長江上游未來10天強降雨維持
據中國水利部消息，7月15日後長江上游可能

有一次明顯的洪水過程，太湖水位將持續上漲，可
能超過保證水位；淮河水系將出現明顯洪水過程，
淮河上游幹流水位可能接近警戒水位；四川、重
慶、湖北、河南、河北、安徽、江蘇、浙江等省
（直轄市）暴雨區內部分中小河流可能發生較大洪
水。其中，安徽省長江幹流全線持續超警戒水位，
預計未來1天至2天沿江各主要控制站將陸續出現
洪峰水位，部分江心洲、外灘圩將面臨更加嚴峻的
洪水威脅。14日晚22時，安徽省減災救災委員會將
安徽省救災應急響應等級由Ⅲ級提升至Ⅱ級，並要
求安慶、池州、銅陵、蕪湖、馬鞍山5市立即做好
長江江心洲和外灘圩人員撤離工作。

中國氣象局應急減災與公共服務司副司長、新
聞發言人王志華在15日舉行的發布會表示，預計長
江上游地區未來10天強降雨維持，疊加效應明顯、
致災風險很高。“七下八上”（7月16日至8月15
日）期間，中國降水總體呈現“北多南少”空間分
布，需加強淮河流域北部、黃河中下游、海河流
域、遼河流域和松花江流域防汛工作。

王志華提示，15日至16日長江中下游地區仍
將有強降雨，特別是長江上游地區未來10天強降雨
維持，需繼續做好當前長江、鄱陽湖、洞庭湖、太
湖等大江大河大湖防汛工作。此外，預計“七下八
上”期間，中國東部主雨帶呈現明顯階段性變化特
徵，7月中旬末，主雨帶位於長江與黃河之間，降
水強度強；7月下旬至8月上旬，主雨帶將北抬至黃
淮、華北至東北中南部地區。北方降水具有特殊
性，做好南方防汛的同時，北方的防汛壓力也較
大。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
線教育、“虛擬”產業園、新個體經
濟、共享生產……中國將支持15種新
業態新模式發展，提速數字經濟，激
活消費新市場、培育壯大新動能，為
經濟高質量發展蓄勢助力。

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等13個部門
15日公布的《關於支持新業態新模式
健康發展激活消費市場帶動擴大就業
的意見》提出支持15種新業態新模式
發展，包括在線教育、互聯網醫療、
線上辦公、數字化治理、產業平台化
發展、傳統企業數字化轉型、“虛擬”
產業園和產業集群、“無人經濟”、
培育新個體經濟支持自主就業、發展
微經濟鼓勵“副業創新”、探索多點
執業、共享生活、共享生產、生產資
料共享及數據要素流通。

激活消費新市場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國數

字經濟展現強大活力和韌性，大量
新業態新模式快速湧現，在助力疫
情防控、保障人民生活、對沖行業
壓力、帶動經濟復甦、支撐穩定就
業等方面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根據意見，在線上服務方面，重
點是健全完善與線上服務新業態新模
式相適應的制度規則，打造線上線下
有機融合的新業態，激活消費新市場。

在推進產業數字化轉型方面，
重點是提升數字化轉型公共服務能
力和平台“賦能”水平，降低轉型
門檻，壯大實體經濟新動能。

在鼓勵發展新個體經濟方面，
重點是完善保障制度，適應基於互
聯網平台的新型就業形態和模式發
展，完善自主就業、靈活就業、
“副業創新”、多點執業政策，激
發市場主體創新創業內生動力。

在培育發展共享經濟新業態方面，
重點是發展多種消費形態，探索深化
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改革，以物質生
產資料數字化支撐共享共用。促進數
據要素流通，拓展生產資料供給，創
造生產要素供給新方式。

國家發展改革委有關負責人
說，中國已進入互聯網、大數據、
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階
段，引導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
要破除慣性思維，推動制度供給改
革，打造發展新優勢和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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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仍穩健
金發局：美撤特殊待遇 無改港中介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殷
考玲、周曉菁）特朗普15日簽署所謂
的《香港自治法案》，並取消香港特
殊待遇地位，限制敏感科技出口到香
港，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席林宣武15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香
港自治法案》已談及多時，內容沒有
新意，港企因應中美貿易戰，早已實
行“1+2”制度，即在香港設辦公
室，再加內地及東盟設立生產基地，
內地主要出口至歐洲，東盟則出口至
美國，故整體影響不大。

對於美國將禁止出口敏感科技至
香港，林宣武稱，雖暫未知何謂敏感
科技，但這是一套“七傷拳”，“難
道要禁止思科出口路由器到港嗎？絕
大部分的產品都可於歐洲及日本找到
替代品。”他續指，美國很多企業都
是靠中國市場才賺大錢，例如Tesla都
是在上海開廠後才賺錢。他估計，美
國買家始終是要到中國買貨，因沒有
比中國生產更有商譽的市場。

龐寶林：內容已被市場消化
東驥基金管理董事總經理龐寶林

15日接受訪問時也表示，《香港自治
法案》內容與早前預期差不多，加上
15日股市反應比較好，而且當日只是
簽署法案，市場早前已大約知悉內容
並已消化了消息，相信對香港短期影
響不大。龐寶林又稱，《香港自治法
案》內容主要針對個別公司或人員，
沒有去到很宏觀層面，影響範圍相對
較細，再者11月美國總統大選，相信
特朗普接下來有很多內部事務要處
理，未必對香港再有進一步行動。

鐘錶商：多項打擊致結業潮
鐘錶企業高頓斯副總裁周宛賢15

日接受訪問時表示，若單從美國取消
香港特殊地位來看，自家產品以歐
洲，東南亞和中國內地為主要市場，
對產品和零部件的進出口、轉口都無
影響，亦不會影響生意規模。不過，
對整個行業來說則並非如此，主要是
香港正受多項因素影響，除了鐘錶本
已是生活非必需品，社會暴力活動、
新冠疫情影響市民購物慾降低，皆令
本地鐘錶結業潮加速。現在加上中美
關係惡化、取消香港特殊貿易地位，
種種不明朗因素都令行業雪上加霜，
這對鐘錶業的長遠發展而言並非好
事。

■李律仁認
為，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
心，當世界面
對更多的摩
擦，香港的中
介地位也更具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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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律仁15日於網上記者會表示，國際形勢變得
複雜，各國摩擦增加，香港無可避免地正面

對一個更複雜的營商環境，部分是來自外交原
因，又或是有個別國家出於政治或選舉需要而對
香港做出連串動作，香港作為中介城市、國際城
市的角色正面對更大挑戰。不過，他認為，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仍然穩健，無須因香港特殊待
遇被取消而太過憂慮，香港即使面對全球的複雜
環境，亦能發揮自身的中介角色。

他比喻說：“當有兩個人吵架，夾在中間的人
也可能捱罵，但現實中，作為中介人角色的用處其
實很大。”故此，即使早有美國或取消香港特殊待
遇的消息傳出，至今落實，香港市場反應不大，主
要是受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所支持。他指，市
場不會只看單一事件，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當
世界面對更多的摩擦，香港的中介地位也更具價
值。

未見企業將業務遷離香港
美商會本周指，逾3成受訪機構有意撤出香

港，李律仁稱，不少調查都是問受訪者的“感
覺”，企業在商業決策前，自然會衡量機會和風
險，未見到企業真的將業務遷離香港。他指出，
市場作出任何的決定，都會看整體大環境及各個
不同因素，不會只看單一因素，尤其是目前市場
對美國取消對港的特殊待遇，並無特別反應，反
映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仍穩健。他重
申：“香港仍是好吸引的地方，現實中並沒走資
情況。”

港金融人才集中 競爭力強
香港金發局成員、畢馬威中國副主席韋安祖亦

稱，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穩妥，
雖然目前面對一定的挑戰，但新股
市場表現強勁，不少中資企業都回
歸香港上市，而港股近期的表現穩定，都反映了市
場的穩健性，而且香港金融人才集中，十分具競爭
力。中長期而言，香港前景仍然非常正面。

李律仁補充稱，隨着環球經濟轉差，香港對
外國人才的吸引力反而增加了，並指直至當下，
未見人才流出香港。在培養新人才方面，他形容
當市況轉差，企業需求、對新入職人士的門檻會
提高，這非一時三刻可解決，金發局會協助業界
培養合適人才。

艾德證券期貨聯席董事陳政深表示，美國終
止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不會對香港經濟有即時
影響，他指出，這只是美國在形式上，不再將香
港與內地區別對待，將香港視為中國內地城市之
一。事實上，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早在5月已宣布，

美國不再承認香港自治地位，並啟動程序撤銷對
港特殊待遇，但至今仍未有重大的實質措施。而
且，與其他制裁一樣，香港自治法案授權決定制
裁的權力，是在美國總統手上，通過有關法案並
不等於推出制裁。

對港連串動作“特”為選舉需要
不過，他指，事件也反映出中美關係正持續

惡化，加上美國無意與中國商討第二階段貿易協
議，亦會使市場看淡接下來的兩國關係，不利投
資環境。但他認為，特朗普更多是為了其競選考
量，未必會有實際措施出台，主要是他在記者會
上，宣布了針對中國的措施後，卻花了大篇幅攻
擊其大選對手、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此外，特朗
普更再次表示，中美貿易戰第一階段協議仍健
全，稱中國承諾增加購買美國農產品，使這場記
者會更像是拉票活動。

美國總統特朗普不顧中方嚴正交涉，在中美問題上再打香港牌，15

日簽署所謂的《香港自治法案》，並簽署行政命令終止香港部分優惠待

遇。香港金發局主席李律仁15日表示，對於美國所謂制裁，市場目前無

太大反應，可見市場關注的是整體因素，香港的中介角色定位沒有改

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仍然穩健，香港依然有優勢及機遇，亦未見

企業真的將業務遷離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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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交通部觀光局7月起推出安心旅
遊，補貼未滿19歲國人在7、8月免費玩全台22
間遊樂園，不限次數。原本補貼經費預算匡列2
億元，但可能因防疫大家都悶壞了，年輕學子
卯起來揪團玩遊樂園，暑假才剛開始，經費竟
已快用光！根據《蘋果新聞網》獨家掌握，交
通部觀光局昨（7/15）二度找遊樂園業者開會
研商是否能調降補貼額度，如果業者不同意，
可能7月20日起遊樂園業者就會恢復原價收費
。不過據了解，交通部長林佳龍已指示不宜提
早結束，目前觀光局也在協調中。

據了解，7月1到13日間，主題樂園旅次約
較往年大增二到三成，也讓免費入遊樂園的補
貼經費申請狀況非常踴躍，2億元的補貼經費使
用速度非常快，可能7月還沒結束就會用罄。觀
光局先前已找業者開會商討，希望將補貼經費
從原本最高每人500元降為350元；但昨再開會
討論，問業者是否願意自7月16日起最高補助
每位優惠對象200元，若無法調降補助金額，自
7月20日起自行恢復收費及退出優惠方案。

觀光局國旅組表示，根據原本的補助觀光
遊樂業辦理未滿十九歲國民優惠入園活動實施
要點， 「本要點活動期間由本局另行公告，補
助經費用罄時，本局得提前公告停止活動」，
原本預估2億元可用到8月底，但迴響熱烈，加
上先前因疫情，很多學校的畢旅、校外教學都
取消，也趁這波免費入遊樂園區的補貼來玩，
為了希望給青年學子一個美好回憶，因此目前
仍希望維持原補貼計畫到8月底。

國旅組表示，目前仍在和業者討論怎樣延
長補貼時間，補貼額度調降，抑或是用配額方
式等，都在內部討論中，尚未定案。

觀光局官員指出，這波補貼未滿19歲國人
免費入全台22間遊樂園，外溢效應很大，業者
紛紛反應，園區湧來大量人潮，周邊的商家、

計程車業者也受惠。
免費入遊樂園優惠喊卡？ 林佳龍：不宜

提早結束
但據了解，此案交通部長林佳龍早已指示

不宜提早結束，目前觀光局也在協調中。而交
通部先前向行政院爭取的再加碼安心旅遊20億
的預算，其中就包括核撥給補助未滿19歲國民
在7、8月免費入遊樂園的經費，其餘經費則暫
定規劃撥給自由行住宿補貼、團遊補貼、及台
灣觀巴遊程優惠。不過相關預算目前仍在立院
尚未核定。

由於免費玩遊樂園實在太好康，青年學子
踴躍揪團免費玩，國光客運提供從台中朝馬站
到麗寶樂園的接駁專車從7月起就開始滿座，昨
天是暑假第一天，昨上午國光客運朝馬站一度
有 200 名以上遊客抽號碼牌候車，總共發出 12
車次麗寶樂園接駁車，較原本一日僅安排4班次
成長了3倍，今從國光客運朝馬站接駁前往麗寶
樂園馬拉灣的揪團年輕人，又比昨暑假首日多
，發車量比昨天的12班次再增加。

根據觀光局規劃，未滿 19 歲國人，7 月起
到8月底，只要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不分平假日
，可免費進入配合活動的22家遊樂園業者園區
遊玩，每日每人只能擇一入園每日1次，活動期
間內不限次數。參與業者包括雲仙樂園、野柳
海洋世界、小人國主題樂園、六福村主題遊樂
園、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西湖渡假村、香格
里拉樂園、麗寶樂園、東勢林場遊樂區、九族
文化村、泰雅渡假村、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
區、劍湖山世界、頑皮世界、尖山埤江南渡假
村、義大世界、8 大森林園區、大路觀主題樂
園、台東原生應用植物園、遠雄海洋公園、怡
園渡假村、綠舞莊園日式主題樂園區。，再進
行後續檢討及評估。

免費入遊樂園補助快用光
林佳龍指示：優惠不提前喊卡

（中央社）花蓮縣政府宣布卜蜂養雞場撤
照，但縣內仍有數座以個人名義申請的大型畜
牧場正在開發，今（16）日約有5百位縣民，專
程從壽豐鄉、鳳林鎮、光復鄉及玉里鎮包遊覽
車北上，在花蓮縣政府前拉布條怒吼抗議，花
蓮縣副縣長蔡運煌到場接下陳情書，強調與民
意站在同一邊，會全力監督汙染爭議，並要求

業者召開公聽會及說明會，務必與民眾好好溝
通。

今日聚集在花蓮縣府前抗議的民眾，主要
訴求反對大型畜牧場開發及污染爭議，包含玉
里鎮大禹里養雞場、三民里畜牧專區、光復鄉
馬太鞍養鴨污染、馬佛養牛場，先前全力反對
卜蜂設場，最後撤照成功的鳳林鎮及壽豐鄉民

也前來聲援。
抗議民眾以小貨車充當臨時舞台，主持人

在台上怒吼： 「捍衛家園，拒絕汙染」台下民
眾高舉布條呼應，小朋友及老人家也到場聲援
，抗議現場與縣政府僅有一路之隔，花蓮縣警
察局加派警力到場維安及交通疏導。

「Pangcah阿美族中區青年小組」發表聲明
指出，從近期被縣府撤照的卜蜂養雞場到在地
業者養牛場，均於阿美族傳統領域，但從未依
循《原基法》規範，對部落族人主動提出說明
，使族人每日生活在不安憂慮之中，族人為維
護部落生活領域及集體權益疲於奔命。

族人點名要求 「廖皎邦畜牧設施新建工程
」應立即停工，要求花蓮縣政府停發該工程執
照，花蓮縣議會成立專案小組，並召開三方公
聽會，徵詢部落意見和同意後，才能進行後續
動作。將《原基法》第21條諮商同意權規範納
入《花蓮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中，
以維護部落及族人權益。

太巴塱部落捍衛家園自救會也發表聲明，
雖然開設養牛場的業者信誓旦旦的表示，會做
好環境保護工作，但當地部落正族人仍無法認
同被政府蒙騙，認為沒有環境影響評估、部落
週邊公共衛生安全，危及生活之重大工程的公
聽會，業者再多的口說無憑據的措施都沒有辨
法解決開發對土地四大傷害。更因為部落長期
發展觀光及有機農作產業，一但環境遭到破壞

，族人不僅失去土地，更失去生活的依靠。
自救會怒批花蓮縣政府 「只圖利單一大老

闆個人的經濟利益，確罔顧眾多光復人及原住
民的生命與生活環境」強調太巴塱部落不要大
型畜牧養牛場，若縣長及民代枉顧百姓權益，
一定會發起罷免。

花蓮縣政府副秘書長兼發言人張逸華表示
，縣政府對於畜牧業者的立場明確且堅定，保
障在地合法小農並且輔導提升設施及設備，今
年並將向中央申請經費，期盼將花蓮畜牧業與
時俱進提升至 「生態畜牧業」水準，而對於違
反環保造成汙染的畜牧業者，環保局也秉持一
貫立場，將加強取締及監測，也期許地方民眾
成為環保志工，主動舉發維護花蓮環境。

另外，花蓮縣政府已委請國立東華大學等
專業團隊積極研議 「花蓮縣新設置畜牧業管理
自治條例」，並表示東華大學將於7月28及29
日在本縣北、中、南區分別辦理3場諮詢會，充
分邀請地方賢達人士，充實本自治條例草案，
後續將依據草案內容進行法案增修。

被點名的畜牧業者廖皎邦回應，一切皆是
合法申請，雖然申請約4公頃可養1千頭牛，不
過避免太過擁擠，實際上只會養500投，有收到
花蓮縣政府的指示要跟居民溝通，目前已請求
光復鄉公所協助召開說明會，會全力向居民釋
疑。

【反卜蜂效應】拒絕大型畜牧場
花蓮民眾集結縣府前怒吼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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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灣武肺確診再增1例！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為因應 「武漢肺炎疫情」，今
（7/16）日14時召開臨時記者會，由發言人莊
人祥說明我國新增1名境外移入個案，此例（案
452）為 30 多歲女性，今(2020)年 1 月下旬至菲
律賓工作，7 月 14 日獨自返國確診，此例搭機
全程戴口罩。至此，台灣累計452例確診。

發言人莊人祥表示，案 452 為 30 多歲女性
，今(2020)年1月下旬至菲律賓工作，7月14日
獨自返國。該女6月30日在菲國檢驗的是血清
抗體，測的是最近2周和一個月前有沒有感染，
也有可能是在檢驗完後受到感染。

6/30 菲國驗抗體結果陰性 7/14 返台當天
下午才出現嗅覺異常

指揮中心表示，個案返國前曾於 6月30日
接受公司安排採檢，檢驗結果為陰性，7 月 14
日下午出現嗅覺異常情形、 「聞不到汽油味」
，同日晚間入境時主動告知有疑似症狀，由機
場檢疫人員安排採檢後送至集中檢疫所隔離，
今確診，目前收治住院隔離。衛生單位已掌握
個案接觸者共12人，其中1人為同班機前後兩
排乘客，列為居家隔離對象；機組員11人因全
程有適當防護，列為自主健康管理對象。

莊人祥說明，外籍人士入境必須檢
附PCR核酸檢測陰性證明，而非檢附血
清抗體檢測報告；案 452 是國人，不像
外籍人士沒有居留證者需附檢驗報告才
能入境，是因為她的公司有替她檢測，
入境時也把檢驗結果提供給檢疫單位。

莊人祥表示，做血清抗體檢測或核
酸檢測，不管什麼時候驗的結果是陰性
，只代表近期一段時間的檢驗結果，不
會知道當時有沒有遭感染，以時間來說
，最有可能的是檢驗完後，入境後下午
就有症狀，在飛機上感染的機會不高。
莊人祥補充表示，指揮中心推測在菲律
賓感染機率最大，在飛機上感染的機率
很小。

「小小明」們今起開放入台 至今
午12時前尚無人入境

今起我國開放兩歲以下持我國居留
證的陸籍子女（ 「小小明」）入境。莊
人祥說，截至今午12時止，尚無人入境
，由於 「小小明」持有我國居留證，無須額外
申請，可以直接搭機返台。

不過，陸委會處長蔡志儒表示，這些小小

明們持有專案居留證，過去因為防疫政策被暫
緩入境，如果獲開放返台，還是需要向移民署
登記且提供證件，經移民署確認沒有問題才能
登機。

指揮中心統計，國內截至目前累計 7 萬
9065 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相關通報（含 7 萬
8100例排除），其中452例確診，分別為361例
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及36例敦睦艦隊

3030歲女返台歲女返台 「「聞不到汽油味聞不到汽油味」」 確診確診

在菲國驗抗體陰性後遭傳染在菲國驗抗體陰性後遭傳染

（中央社）口罩實名制自2月6日起上路，藥局通路身為實
名制的開路先鋒，穩定供應，假日也加班發放口罩，對於穩定疫
情功不可沒。衛福部食藥署今(7/16)表示，針對今年2月6日至6
月30日期間，配合政府辦理口罩實名制符合銷售累積總天數達
20天(含)以上的藥局，政府將發放獎勵金，符合資格藥局有6400
家，食藥署已編列破億預算，每間藥局最多可領到3萬元，最快
9月就可發放。

配合武漢肺炎疫情，全台有6500多家藥局，於2月6日起配
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放實名制口罩，自2月24日起指揮中

心給予每間藥局每日800元的口罩包裝費補助，之後提升至每日
1210元。

有鑑於藥局辛苦付出，並配合指揮中心《執行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醫療照護及防治發給補助津貼及獎勵要點》，食藥署今宣
佈，將針對配合政府辦理口罩實名制、符合口罩銷售累積總天數
達20天(含)以上的藥局發放獎勵金。

食藥署企劃及科技管理組組長許朝凱表示，食藥署將針對今
年2月6日至6月30日期間，配合政府辦理口罩實名制符合口罩
銷售累積總天數達20天(含)以上的藥局發放獎勵金，獎勵金採級

距制，配合發放20天~50天者，可領5000元、51天至75天者，
可領1萬；76天至100天者，可領2萬；101天以上者可領3萬。

許朝凱表示，口罩實名制初期有全台有6500家藥局配合發
放，但也有中途退出者，符合資格的藥局家數約6400家，當中
應有6000多家可領到3萬元，政府也已編列上億預算，藥局自從
7月16日至今日至7月31日17時止符合資格的藥局即可申請，最
快9月就可發放。

不退場藥局有獎勵！6400家幫賣口罩 食藥署加發獎金最高3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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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亞裔青商會再次發放以五十五歲以上亞裔青商會再次發放以五十五歲以上
及需要的人士為主的布質口罩及餐點及需要的人士為主的布質口罩及餐點

休士頓亞裔青商會於五月月份發放免費口罩休士頓亞裔青商會於五月月份發放免費口罩，，博得善心人士及領取人博得善心人士及領取人
的眾多好評的眾多好評,, 堪稱是社區中相當活躍的社團堪稱是社區中相當活躍的社團。。

休士頓亞裔青商會會長張嘉文特別感謝休士頓亞裔青商會會長張嘉文特別感謝
Center Point ,Center Point , 亞裔青商基金會亞裔青商基金會

休士頓亞裔青商會會長張嘉文休士頓亞裔青商會會長張嘉文感謝感謝 胡小蓮女士胡小蓮女士、、
施蓉蓉女士施蓉蓉女士、、united Healthcareunited Healthcare、、State FarmState Farm
Insurance Steve YangInsurance Steve Yang 以及雅苑等等的贊助以及雅苑等等的贊助。。

休士頓亞裔青商會在會長張嘉文領導下參加食物休士頓亞裔青商會在會長張嘉文領導下參加食物
銀行的義工銀行的義工，，青少年獎學金的發放都不缺席青少年獎學金的發放都不缺席

休士頓亞裔青商會在會長張嘉文領導下積極參與休士頓亞裔青商會在會長張嘉文領導下積極參與
社區的活動社區的活動，，不論是救災行動不論是救災行動，，提供救災物質提供救災物質，，
探視養老院長者探視養老院長者，，或是青少年中途之家的関懷或是青少年中途之家的関懷

積極策劃在相同地點雅苑積極策劃在相同地點雅苑69686968
Howell Sugar Land Houston,Howell Sugar Land Houston,
TexasTexas 7708377083 發放布質口罩發放布質口罩

以五十五歲以上或是有特別需以五十五歲以上或是有特別需
要的人士為主要的人士為主，，先到先得先到先得，，發發

完為止完為止


	0717FRI_A1_Print
	0717FRI_A2_Print
	0717FRI_A3_Print
	0717FRI_A4_Print
	0717FRI_A5_Print
	0717FRI_A6_Print
	0717FRI_A7_Print
	0717FRI_A8_Print
	0717FRI_A9_Print
	0717FRI_A10_Print
	0717FRI_A11_Print
	0717FRI_A12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