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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lanecert.com       Email: info@lanecert.com
Phone:  323-488-0011, 832-539-3333, 972-268-7129     Cell: 682-333-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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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失業潮  留學生如何高薪上岸 快捷培訓助你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 
快速實現高薪美國夢

可提供F-1各專業
留學生CPT或OPT
實習崗位，表現優
良者提供H1-B機會。

無需任何專業背景，只需800小時的學習和
訓練，就能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和大數據
專家，考取IT行業最有含金量的CCIE證書，
輕松找到10萬以上年薪的工作。
老兵和低收入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

LaneCert Inc快捷培訓
是政府授權的職業培訓學校。
擁有思科網絡專家和大數據專家
兩大專家崗位的培訓，專業講師，
小班授課，幫助學生獲得CCIE認證。
學校還提供培訓，實習和就業

三位一體服務。

【綜合報道】據悉，
字節跳動同意剝離TikTok
美國業務。

根據新的交易提議，
字節跳動將完全退出，而
微軟將接管 TikTok 在美
業務。消息人士補充稱，
一些總部位於美國的字節
跳動投資者可能有機會獲
得該業務的少數股權。

美國白宮、字節跳動
和微軟均未對此消息置評
。

不久前，據美國《國

會山報》及俄羅斯衛星通
訊社剛剛報道，川普當地
時間 7 月 31 日在其專機
“空軍一號”上對記者表
示，他將禁止 TikTok 在
美國運營。

據美國福克斯新聞網
消息，微軟（Microsoft）
正在與 TikTok 就拆售接
洽，這筆交易的價值可能
達數百億美元。但對此，
TikTok和微軟都沒有發表
任何評論。

字節跳動同意剝離字節跳動同意剝離TIKTOKTIKTOK美國業務美國業務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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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安倍首相放棄了所謂的'安
倍口罩'，開始戴普通口罩了。”當地時間8月1
日下午4時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首相官邸公
開露面，日媒發現了一個不同之處：今天的安
倍沒有像之前一樣戴著被稱為“安倍口罩”的
紗布製小口罩，而是戴了一隻正常大小的普通
口罩。

日本朝日電視台（ANN）8月1日報導稱，
安倍當天戴的口罩是日本福島縣產的，用於
“復興支援”的普通無紡布口罩。這種口罩的
大小要比此前安倍一直戴著的布口罩大上一些
。

報導稱，從4月開始推行向全國發放布口罩
的計劃開始一直到7月31日昨天，安倍一直戴
著這種被稱作“安倍口罩”的布口罩。然而，
隨著口罩的月產量將達到10億隻，且由於口罩
價格下降預計本月內日本政府將解除對口罩的
轉售限制，安倍才決定不只戴“安倍口罩”，
而決定也佩戴其他的普通口罩。

ANN援引日本厚生勞動省消息稱，截止目
前，為了向全國所有居民發放“安倍口罩”，
日本政府已經花費了大約260億日元（約和人民
幣17.2億元）。

印度幾天內失踪印度幾天內失踪30003000多新冠確診病例多新冠確診病例
““抗疫抗疫””工作一片混亂工作一片混亂

安倍不戴安倍不戴““安倍口罩安倍口罩””了了？？
安倍今日公開露面安倍今日公開露面，，改戴福島產大號普通口罩改戴福島產大號普通口罩

（綜合報導）印度疫情越來越“魔幻”了。舉辦喝牛尿集會，首都近四分之一接受
新冠病毒抗體檢測者已攜帶抗體，最近全國最大“方艙醫院”發生強奸案……近日，又
有3000多名新冠病毒檢測為陽性的人“離奇失踪”，政府已經開始了“尋人計劃”。

據《今日印度》（India Today）今日（31 日）報導，印度北方邦的加齊普爾
（Ghazipur）有至少42名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消失”了，現在人既不在醫院，也
不在家隔離。
加齊普爾的首席醫療官（ACMO）致函當地行政長官稱，至少有42名新冠病毒檢測為
陽性的人目前處於失踪狀態。 “他們測試時填寫的地址與電話號碼是虛假的，確診後我
們就聯繫不上了。”該官員當日表示。

《今日印度》稱當地官員已經啟動一項計劃，追踪那些“失踪”的新冠確診病例。
據印媒India.com，北方邦確診已超80000例，週四（30日）新增3705例，漲幅創紀錄。
無獨有偶，據India.com26日消息，上週該邦首府班加羅爾超3000名新冠病毒測試呈陽
性的病例失踪。

班加羅爾社會福利和公共基礎設施（BBMP）官員也稱，他們在提交測試樣本時提
供了錯誤的電話號碼與地址，在知道檢測呈陽性後就消失了。該官員宣稱，目前已經展
開調查，他們很快就會被找到。

事件發生後，班加羅爾的官員們開始要求被測試者提交樣本時，同時出示政府發行
的身份證件，並驗證手機號。

據《印度快報》7月2日報導，加羅爾疫情嚴峻，政府官員導入了一個旨在集中分
配床位的系統，即政府官員有權通知病人新冠病毒感染的程度，並安排救護車轉移患者
到醫院或護理中心，結果新系統卻造成了混亂。

有救護車載著多名患者在醫院外等候數小時，最後這些患者被告知無法住院。 6月
30日，一名25歲的新冠病毒感染孕婦被救護車送到該市最大的科維德醫院。醫院想要
一份她的檢查結果，由於他們手中沒有政府官員給的檢測文件，醫院拒絕收下該孕婦。
種種做法造成了許多問題，當地醫療人員怨聲載道。

“抗疫”不力，印度政府卻嚴格把控輿論，被外媒爆出拘捕、打壓數十名抨擊政府的記者。
據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數據，印度昨日（30日）新增確診病例55078例，單日增幅再創新高，

印度累計確診病例已超163萬例，僅次於美國與巴西，居世界第三。
7月19日，印度著名政治經濟學家桑卡爾•艾亞爾（Shankkar Aiyar）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發表文章，從失敗的疫情封鎖、醫療投資的匱乏和公共服務的缺失三個層面，分析了印
度新冠疫情失控的原因。並總結道：新冠疫情暴露出，印度政府連民眾的基本需求都保障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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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國際華亞裔社區的兄弟姐妹們:
過去半年來，由于新冠病毒之猖獗，導致

我們國際華亞裔社區之巨大變化， 我們許多親
人不敵病毒之侵襲倒下去了，多少年來在這塊
土地上辛苦留下血汗而創建的事業也關閉了，
在當政者有意操作之下，全國掀起了反移民及
亞華裔之反種族氣氛，對我們在此生活及安身
立命的美利堅共和國正在遭遇百年來最大挑戰
。

2020總統大選已近在眉捷，不到叁個月時

間，這是我們大家行動的時候了
，這次大選更是我們決定自己前
途的重大選擇。

我們已經邀請到拜登總統競
選總部前白宮經濟顧問哈裏斯博
士在八月十日（星期一）中部時
間下午六時和我們進行對話， 題
目是美國國際外交和經濟之展望
，他將在這次視訊大會上回答我
們對今後美國外交、移民、經濟
之看法，他曾在白宮擔任拜登副
總統辦公室之首席經濟顧問， 一
直到二O一四年奧巴馬政府交接
為止。

今天我們要再度呼籲這是我
們共同行動的時刻了，我們目睹社會之亂象，
疫情之失控 ，掌權者施政之荒腔走板，要把我
們大家的前途及命運放在政治之賭盤上。

這次大選，我們已在全美十大城市組成了
美國企業委員會， 將以鈔票及選票展示我們的
實力，來寫下歷史的一頁。

值此國家多難之秋，疫情擴散，還請各位
弟兄姐妹們保重自己，我們一定會迎來光明勝
利的明天。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88//0101//20202020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

It has been more than one-half of a year that our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have been
suffering from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Many of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have lost their lives. Many
small businesses built in our lifetime are all gone.
Politicians just use the anti-immigrant and race
issues only to try and gain their political advantage.
Most of us came to this great land and adopted it
as our own country. And now it is facing the
greatest challenge.

A group of us in ten different major cities have
already organized the American Business Mosaic
Association. We definitely want to join in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have our voices heard.

We are inviting Dr. Ben Harris, Former Chief
Economist to Vice President Biden, to be our guest
on Virtual Conversation on Economic and
International Outlook. He will answer questions on
foreign policy and immigration issues.

This is the time we all ne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political process for ourselves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I am urging all of you not to just open your
checkbook. We really all need to go out and vote.

We believe we can control our own future.

An Open Letter To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An Open Letter To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A Virtual Conversation With Dr. Ben HarrisA Virtual Conversation With Dr. Ben Harris

對話拜登副總統經濟顧問對話拜登副總統經濟顧問
哈裏斯博士哈裏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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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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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古劇場首次面向全球直播
助力文藝界渡疫情難關

綜合報導 古希臘悲劇家埃斯庫羅斯的戲劇《波斯人》將在埃

皮達魯斯古劇場向全世界直播。這是古希臘戲劇首次線上直播，

也是埃皮達魯斯古劇場舉行的第壹次直播活動。

據報道，在希臘文化和體育部支持下，本次直播作為雅典-

埃皮達魯斯藝術節的壹部分，由希臘國家大劇院演出。該直播

可在希臘國家劇院的社交平臺頻道免費觀看，同時歡迎各界捐

款，所有收入將用於運營希臘國家大劇院和補助受疫情影響的希

臘演員。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表示，《波斯人》生動地描述了薩

拉米斯海戰，是埃斯庫羅斯最重要的作品，使人不斷回想起

民主和自由的永恒價值。

希臘文化和體育部長莉娜 · 門佐尼表示，該部門正采取措

施減少新冠疫情對文化活動的影響，因此下屬兩個主要文化

機構，即雅典-埃皮達魯斯藝術節和國家大劇院相應地調整了

活動安排，以適應現狀。

埃皮達魯斯遺址在希臘和羅馬時代是祈禱康復之處，供奉著

古希臘醫學之神阿斯克勒庇厄斯(Asclepius)。在古代，這裏舉辦的

音樂和戲劇比賽常常作為治療患者的壹部分環節。

組織者表示，當新冠病毒肆虐時，希臘將這壹聖地的古戲劇

表演向世界直播，也是象征性地在治愈疫情對人類造成的傷害。

戲劇《波斯人》時長約 90 分鐘，附有希臘語和英語字幕。

金星非“休眠世界”！
科學家稱上面或有37個活火山

綜合報導 科學家們在金星上發現了 37 個“近期”可能活躍

的火山結構。這壹發現表明，金星並非從前人們認為的“休眠

世界”。

據報道，研究人員表示，這項研究的重點在於被稱為冕的環狀結構

。這種結構是由金星內部炙熱巖石上湧形成。這證明，在“近期”，金

星表面存在板塊和巖漿活動。據悉，這項研究被發表在《自然· 地球科

學》雜誌上。

長期以來，許多科學家壹直認為，在過去的5億年裏，金星缺乏板

塊運動，在地質上處於休眠狀態。

“我們的工作表明，即使在今天，壹些內部熱量仍能到達(金星)表

面。金星顯然不像此前認為的那樣，是死寂的或休眠的。”蘇黎世地球

物理研究所的地球和行星科學家古爾徹(Anna Gülcher)表示。古爾徹也是

這項研究的第壹作者。

報道稱，科學家們研究了上世紀90年代，美國宇航局(NASA)“麥

哲倫”號航天器拍攝的金星的雷達圖像，在分析的133個冕狀物中，發

現其中37個似乎在過去的200萬到300萬年間，曾經活躍。報道稱，這

段時間以地質學標準來看，只是壹眨眼的時間。

“在我看來，許多這樣的結構今天仍然很活躍，”馬裏蘭大學地球

物理學家、研究作者之壹的勞倫特· 蒙特西表示。

據悉，金星是距離地球最近的行星，它的表面被硫酸雲所覆蓋，溫

度較高，足以融化鉛。

男子每晚爬窗守護感染新冠母親至其逝世
感動20萬人

綜合報導 此前，在巴勒

斯坦壹家醫院重癥監護室

(ICU)的窗外，總能看到壹名

男子坐在那裏，默默陪伴著

因感染新冠病毒被隔離的母

親。他的陪伴，甚至延續到

母親生命的最後壹刻。近日

他的故事在社交網絡上傳開

後，有20萬網友關註、點贊

，表示感動與同情……

據報道，巴勒斯坦青年男

子蘇瓦提(Jihad Al-Suwaiti)的母

親已經73歲高齡。此前，她不

幸確診了新冠肺炎，同時還患

有白血病，後住進醫院病房隔

離，親人無法探視。

由於思念母親，蘇瓦提

每天沿著醫院外墻的管道爬

到病房外，坐在窗外默默看

望、貼心替她打氣。

遺憾的是，男子母親仍在

日前不幸過世。《阿拉伯郵報

》援引蘇瓦提的話說，“我無

助地坐在重癥監護室的窗戶外

面，看著她的最後壹刻。”

聯合國非營利組織“愛

國願景”(Patriotic Vision)首席

執行官穆罕默德· 薩芬在個人

社交媒體上分享了蘇瓦提的

故事。他寫道，“壹名感染

新冠病毒的巴勒斯坦婦女的

兒子，每晚爬到母親的病房(

外)，坐在那裏看他的母親，

直到她去世。”

薩芬的推文很快獲得超

20萬網友點贊，大家都被男

子的孝行感動。網友紛紛留

言說，“這故事讓我淚流不

止”、“這真令人傷心，卻

又鼓舞人心。”

報道稱，當地醫院證實

了這則故事，透露稱這位男

子每天都會爬墻坐在窗外，

壹坐就是大半天，直到母親

睡著才會離去。

目前，巴勒斯坦已經有超

過10000人感染新冠病毒，累

計死亡67人。專家認為，巴勒

斯坦在疫情防控方面，是中東

地區做得比較好的國家。

報道指出，自疫情開始

，巴勒斯坦政府就非常重視

疫情防控與檢測，巴衛生部

先後臨時設立了多個專業委

員會，對疫情蔓延軌跡進行

分析和追溯。

報告：希臘應對疫情得力
但在經濟等方面仍面臨挑戰

綜合報導 根據經合組織(OECD)壹

份最新報告顯示，希臘對新冠疫情的控

制處理得當，迄今為止疫情在該國的發

展依然在可控範圍內。但由於出臺了多

項防疫限制措施，希臘經濟因此受到重

創，為希臘面臨的挑戰增添了更多不確

定性。

據報道，經合組織在報告中指出，

希臘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加強衛生醫

療系統建設，同時出臺更多措施幫助企

業渡過難關，穩定民眾就業。

報告還提到，幫助受疫情影響嚴重

的工人和企業向具有更好發展前景的行

業轉型，至關重要。要想實現這壹轉變

，必須通過加強職業技術培訓這條提升

途徑，幫助就業者獲取更多的職業技能

，特別是掌握現代化的數字技術。

另外，新冠疫情還使希臘長期存在

的問題更加突顯。這些問題包括：希臘亟

需提高長期生產率，以加快經濟恢復速度

，並幫助民眾提高生活水平。這將需要希

臘政府做出更多努力，減少競爭障礙，特

別是在專業服務方面，提高包括司法系統

在內的公共行政部門的辦公效率。

隨著希臘稅收制度公平和效率的提

高，公共支出的質量也需要進壹步提高。

經合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勞倫斯· 布恩

說：“我們必須承認的是，新冠疫情斷

了希臘的復蘇之路，重建信心需要付出

巨大的努力。但到目前為止，希臘政府

為了應對危機出臺了不少有效措施，包

括近幾個月來，多個公共部門都迅速推

出了電子服務平臺。繼續提高公共行政

部門對公眾和企業需求的處理能力，這

對於重振經濟至關重要。”

報告還指出，加大公共和私人投資

，也是希臘經濟振興的關鍵。政府必須

為新的業務提供資金支持，並為企業提

供急需的流動資金，銀行面臨的大量不

良貸款的問題，也亟待得到解決。

另外，疫情雖然加大了市場對希臘護

理人員需求數量的壓力，但是更多的需求

，意味著更多的專業人員進入護理業務市

場，這雖然對增加就業率有著積極的影響

，但是向就業者提供專業的技能，就成了

促進這壹部門發展的必選項。

疫情改變大學生活：
英首批大學生返校 安全成焦點

據報道，英國諾丁漢大學獸醫系的

學生已經返校開始上課，受新冠疫情影

響，他們的大學生活跟以往很不壹樣。

報道稱，這些學生是英國大學校園

裏首批開學的學生。大學註冊處職員格

雷特裏克斯(Paul Greatrix)表示，安全是

首要考慮重點。

【重返校園】

第壹批回來上課的是150名獸醫系

學生，他們被分為人數比較少的小組，

或稱為“泡泡”，同壹個“泡泡”裏的

學生學習和生活都在壹起，很少會和其

他不同“泡泡”的學生接觸，這樣可以

盡量避免交叉感染。

每個泡泡的人數介於 3 至 10 人之

間各有不同，泡泡裏面的人不需要保

持社交距離或戴口罩，但如果和不同

泡泡的人接觸就需要維持社交距離並

戴口罩。

學校建築已經規劃好了單向通行

的方式，定點設立酒精消毒液，面對

面上課的時候老師和學生都必須戴口

罩。人數眾多的大課采用線上講課，

小組教學則是面對面授課，面對面上

課對獸醫系這樣的技術學科是絕對必

要的。

大學的學生酒吧關門了，大學生的披

薩餅聚餐也改成線上舉行。

【學生感受】
對於能回到校園上課，諾丁漢大

學的學生都感到非常開心，雖然要適

應許多新規定，但總比前幾個月關在

家裏只能線上學習要好很多。學生艾

米· 松頓(Amy Thornton)和其他5位同學

分在同壹個泡泡裏，她表示“大家都

很希望能回到校園上課，能看到同學

真的是太好了。”

大部分學生不介意上課戴口罩的規

定，但他們發現實習課上有些動物看到

戴口罩的人會感覺不安。

臨床助教克裏普斯(Sarah Cripps)表

示，對於大學老師來說，看到學生返回

校園也是值得高興的事。在新冠病毒疫

情期間，大學並沒有關門，而是改為線

上教學，學生和老師都錯過許多全面體

驗校園生活的機會。

對於像獸醫這樣需要親自動手學習

的科系，線上教學不可能完全取代面對

面授課。

【安全考慮】
格雷特裏克斯表示，讓諾丁漢大學4

萬名學生和教職員全部返回校園將是校

方面臨的最浩大工程。從九月開始，學

生和教職員將在不同的時間到校，以減

少接觸機會。

校方也做好了應變計劃，以應付校

園內或諾丁漢有疫情爆發。

保障安全是大學的首要考慮因素，

也是海外學生的擔憂重點。格雷特裏

克斯表示，不敢說今年秋季究竟有多

少海外學生會按照計劃到校報到入學，

但如果有50%的留學生前來報到就算是

很好了。

他說，大學雖然可以引入新的安

全規定，但校方能做的有限，大學生

已經成年，無法阻止學生在校外和別

人接觸。

“我們能做的只是不斷的提醒學生

負起自己的責任。”



亞洲時局 AA55
星期日       2020年8月2日       Sunday, August 2, 2020

日本多地暴雨已致82人死亡
27縣超1.6萬棟房屋受損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

(NHK)報道，7 月以來，日本

九州地區為中心的多地因罕見

暴雨引發的河川泛濫和地質災

害，已致 82 人死亡，全國 27

個縣超 1.6 萬棟房屋不同程度

受損。

目前，除已經被確認遇難的

82人外，還有4人下落不明。遇

難者中，有 76 人來自九州地

區，其余6人來自九州以外的廣

島、長野和靜岡等地。

另據日本總務省消防廳

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當地

時間 27 日早上 7 時，此次大

雨已對以九州地區為中心的

27 個縣約 1.67 萬棟房屋，造

成不同程度的損壞，其中有

逾 600 棟房屋甚至出現整體坍

塌。

日本氣象廳預計，27日至

28 日，日本全國多地將迎來

新壹輪降雨，屆時可能再次

出現河流泛濫和泥石流等災

害，氣象廳已經呼籲各地民

眾加強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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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近日，韓國國防部下屬單位的壹

名公務員被曝貪汙8.5億韓元(約合人民幣500萬

元)，引起社會廣泛關註。據悉，事發期間，韓

國國防部和監查院曾對該單位進行了9次審查，

但未發現該公務員貪汙的蛛絲馬跡。

據報道，首爾龍山區戰爭紀念館禮堂負

責收款的職員A某(38 歲)9 年內涉嫌數百次貪

汙，涉案金額高達數億韓元。戰爭紀念館是

由國防部下屬單位“戰爭紀念事業會(以下簡

稱：事業會)”負責運營的悼念戰爭死難者的

紀念場館。

據悉，事業會通過查看合同資料和數據，

掌握了A某的犯罪情況，並於去年12月以職務

貪汙嫌疑為由，向警方起訴A某。據警方調查

，A某通過560次貪汙，獲贓款8.51億韓元。今

年3月，警方以不拘留起訴意見將案件移交至檢

察機關。

A某2008年進入戰爭紀念館工作，從2010年

12月到去年11月為止的8年11個月期間，負責

禮堂宴會的結賬收款。在部分宴會活動結束後，

A某用現金收費，事後銷毀合同和賬單，並未向

監管人員報告宴會活動，以此騙取全款。此外，

A某還通過偽造合同方式，擡高合同金額收取費

用，賺取中間差價。

另外，事業會發現，組長級別的其他職員也

存在違反禮堂內部準則的行為。

大馬前總理納吉布被判12年：
對判決失望 會盡快上訴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前總理納吉布

涉“壹馬公司”案宣判，法院判決納

吉布7項罪名成立，所有罪名的刑期

同時執行，他將面臨12年監禁和2.1億

林吉特(約合3.4億元人民幣)罰款。不

過，法官稍後批準暫緩執行監禁及罰

款。納吉布在離開法庭後表示，他對

判決結果感到非常失望，會盡快提出

上訴。

據報道，納吉布在該案中被控三

項刑事失信、三項洗錢和壹項濫權等

七項罪名。承審此案的高庭法官莫哈

末納茲蘭28日傍晚宣判時稱，辯方無

法挑起合理疑點，控方則成功證明納

吉布涉及的所有7項指控，因此他宣

判納吉布罪名成立。

法官聆聽控辯雙方的陳詞後宣

判，納吉布因壹項濫權罪名被判 12

年監禁和2.1億林吉特罰款，三項刑

事失信罪各判 10年監禁，三項洗錢

罪各判 10 年監禁。法官

下令這些刑期同時執行

，納吉布因此總共要面

臨 12 年監禁和2.1億林吉

特罰款。

法官表示，他考量了

控辯雙方陳詞及納吉布的

陳述後，做出上述判刑。

他指出，如果納吉布無法

繳付2.1億林吉特罰款，將

以額外的五年監禁取代。

據馬來西亞星洲網報道，辯方在

法院宣判後申請暫緩執行刑罰，法庭

稍後批準了這壹申請，但增加了100

萬林吉特(約合164萬元人民幣)的保釋

金，並需要納吉布在每月的1日及15

日到警察局報到。納吉布需要在29日

繳納這筆保釋金。

宣判結束後，納吉布離開法

庭，並在法庭外召開記者會。他表

示，對判決結果感到非常失望，會

盡快提出上訴，並希望上訴盡快被

聆審，因為“他希望盡快洗清自己

的罪名”。

“壹馬公司”是納吉布任總理期

間設立的國家投資基金。截至目前，

納吉布共面臨檢方40多項指控，這些

指控涉除涉及SRC公司案以外，還涉

及“壹馬公司”案和“壹馬公司”報

告篡改案等。

韓美修訂《導彈協定》
允許韓方自主研發固體燃料運載火箭

綜合報導 據韓國總統府青瓦臺消息

，韓美修訂《導彈協定》，允許韓國運載

火箭使用固體燃料。韓方稱，這將提升軍

方在朝鮮半島的偵察能力。

韓美於1979年簽署《導彈協定》，對韓

國研發彈道導彈等進行限制。雙方曾多次

修訂該協定，逐步擴大了韓國彈道導彈射

程、彈頭重量等。

28日，韓國總統府青瓦臺國家安保室

第二次長金鉉宗舉行記者會稱，韓美再次

修訂了《導彈協定》，允許韓國運載火箭

使用固體燃料等。他說，這意味著，未來

企業、研究機構或個人可自由使用各類型

燃料開發、研究不同種類的航天器。

解除固體燃料限制有何意義？金鉉宗

指出，有三個積極影響：

第壹，允許韓國自主研發固體燃料運

載火箭，將極大提升軍方在朝鮮半島的偵

察能力。

據金鉉宗介紹，根據韓方計劃，基於

固體燃料運載火箭，未來將發射多顆低軌

道軍用偵察衛星，有望實現對朝鮮半島24

小時監控。他稱，這將是“壹雙不眨眼的

眼睛”。

第二，對於私人企業進入航天行業是

新的機會。金鉉宗稱，政府部門、私人企業

將共同合作開發各類型的燃料，有利於年輕

人才進入航天領域，還將為相關領域創造市

場機會，推動建立太空產業生態系統。

第三，有助於開啟韓美合作的新階段。金

鉉宗稱，將推動韓美同盟“更上壹層樓”。

在國際航空領域研發中，普遍采取同

時使用液體和固體燃料運載火箭的方式。

從理論上看，為發射航天器而研制的固體

燃料運載火箭，可快速改裝為洲際彈道導

彈。

朝鮮戰爭後，美軍長期控制韓國軍隊

的作戰指揮權，韓國軍事發展也受到美方

限制。1994年，韓國收回和平時期軍事指

揮權。近年來，韓美壹直就移交戰時作戰

指揮權進行商議，韓方也多次提出修訂韓

美《導彈協定》。



AA66中國焦點
星期日       2020年8月2日       Sunday, August 2, 2020

要聞
文
匯2020年8月1日（星期六） ■責任編輯：周文超 1

全球四大衛星導航系統
中國 美國 俄羅斯 歐盟

北斗系統（BDS） GPS系統 GLONASS系統 Galileo系統

建成時間 2020年全面建成 1994年 1996年 預計2020年

星座設計（顆） 30 24 24 30

已發射衛星（顆） 59 72 - 28

在軌道衛星（顆） 51 34 27 26

定位精度（米） 10（全球）/5（亞太） 10 10 3

測速精度（米/秒） 0.2（全球）/0.1（亞太） 0.2 0.2 0.2

授時精度（納米） 20（全球）/10（亞太） 20 20 20

軍民用途 軍民兩用 軍民兩用 軍民合用 民用

造價 250億美元 300億美元 144億美元 100億歐元

註：表中定位精度、測速精度和授時精度均為各衛星導航系統規劃指標，各衛

星導航系統精度在不斷提升中。 資料來源：《新京報》

北斗開通 服務全球

=1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

總理韓正出席儀式。
人民大會堂雄偉壯麗，東大廳內燈光璀

璨、氣氛熱烈。10時30分，在熱烈的掌聲
中，習近平等步入儀式現場。

劉鶴主持儀式。儀式播放了反映北斗三
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建設發展情況的視頻短
片。張又俠宣讀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
軍委的賀電。
10時 48分，習近平走上主席台，宣

布：“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正式開
通！”全場響起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

總書記充分肯定系統建設成就
儀式結束後，習近平等來到人民大會堂

河北廳，參觀北斗系統建設發展成果展覽展
示，聽取工程建設、運行服務、應用推廣、
國際合作和發展展望介紹。體現北斗系統自
主創新自主可控重要成果和規模化、市場
化、產業化應用以及國際化進程的展板和展

品，吸引了習近平的目光，他不時駐足察
看，詳細詢問有關情況。

習近平充分肯定北斗系統特別是北斗三
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建設取得的成就。他指
出，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的建成開
通，充分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
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對提升我國綜合國力，
對推動疫情防控常態化條件下我國經濟發展
和民生改善，對推動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下我
國對外開放，對進一步增強民族自信心、努
力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義。26年來，參與北斗系統研製建
設的全體人員迎難而上、敢打硬仗、接續奮
鬥，發揚“兩彈一星”精神，培育了新時代
北斗精神，要傳承好、弘揚好。要推廣北斗
系統應用，做好確保系統穩定運行等後續各
項工作，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推動構
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丁薛祥、許其亮、肖捷、何立峰，以及

李作成參加上述活動。
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軍隊有關單位

負責同志，北斗系統參研參建代表等參加儀式。

已覆蓋200多個國家和地區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7月31日在例

行記者會上表示，北斗不僅是中國的北斗，
也是世界的北斗，不僅服務中國，更是服務
世界。汪文斌表示，北斗系統建成後，將為
全球用戶提供基本導航、全球短報文通信、
國際搜救等服務。目前，北斗系統服務已經
覆蓋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用戶突破一億，
日服務達兩億次，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國家都
已開始使用北斗系統。
據報道，北斗系統是黨中央決策實施的

國家重大科技工程。工程自1994年啟動，
2000年完成北斗一號系統建設，2012年完成
北斗二號系統建設。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
系統全面建成並開通服務，標誌着工程“三
步走”發展戰略取得決戰決勝，我國成為世
界上第三個獨立擁有全球衛星導航系統的國
家。目前，全球已有120餘個國家和地區使
用北斗系統。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北斗閃耀，

澤沐八方。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

建成暨開通儀式7月31日上午在

北京舉行。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

儀式，宣布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

統正式開通並參觀北斗系統建設

發展成果展覽展示，代表黨

中央向參與系統研製建

設的全體人員表示衷

心的感謝、致以誠

摯的問候。

3,450億元
2019年中國衛星導
航與位置服務產業
總 體 產 值 達 到
3,450 億 元 人 民
幣，較2018年增長
14.4%

數讀北斗 1億片
截至2019年底，國產北
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塊銷
量已突破1億片。採用北

斗兼容芯片的終端產品社會總保有量超
過7億台/套（含智能手機）。

650萬輛
截至2019年底，國內超
過650萬輛營運車輛、
36個城市的約8萬輛公

交車、3,200餘座內河導航設施已應用
北斗系統。

1萬人
全 國
70,000
餘艘漁

船和執法船安裝了
北斗終端，累計救
助超過10,000人。

7萬件
截至2019 年底，中國衛
星導航專利申請累計總
量已超過7萬件，保持全
球第一位。

22納米
中國自主研發的新一代支
持北斗三號信號的22納米
北斗/GNSS芯片定位精度

可達2米左右，產品主要面向大眾、消費
類、物聯網市場，已具備市場化應用條件。

數據來源：《新京報》據2020年《中國衛星導航與位置服務產業發展

白皮書》整理

習近平宣布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電賀

■■習近平參觀北習近平參觀北
斗系統建設發展成斗系統建設發展成

果展覽展示果展覽展示。。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出席建成暨開通儀習近平出席建成暨開通儀
式並宣布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式並宣布北斗三號全球衛星
導航系統正式開通導航系統正式開通。。 新華社新華社

��$
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

系統建成暨開通儀式7月31
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儀式開始前，91歲高齡的中

科院院士孫家棟坐着輪椅，仍
然來到現場。進入現場時，他向參會人員
和工作人員揮手致意、問好。

人們還記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
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上，進入會
場時，在習近平右手邊的是孫家棟，這位
今年步入“90”後的航天科技專家，是中
國人造衛星技術和深空探測技術的開創者
之一，他伴隨新中國的航天事業走過了60
餘載風雨兼程。孫家棟是首任北斗衛星導
航系統總設計師，他帶領的團隊完成了我
國北斗一號、北斗二號建設任務，以及北
斗三號立項和論證，探索走出了一條符合
中國國情的衛星導航發展道路，為北斗三

號系統實現跨越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習近平曾登門看望
2011年前農曆小年，時任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
的習近平登門看望了三位為新中國科技事
業作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其中就包括孫
家棟院士。

在孫家棟家中，習近平坐在孫老和他
的愛人中間，關切地詢問他的身體和起居
情況，並對他為中國航天科技事業發展作
出的突出貢獻表示敬意和感謝。

孫家棟向習近平發表了自己對創新型
科技人才培養的意見和建議，習近平聽
得認真。

習近平在交談中說，“兩彈一星”精
神激勵和鼓舞了幾代人，是中華民族的寶
貴精神財富。廣大航天工作者培育和發揚

的“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特別能攻
關、特別能奉獻”的載人航天精神，是
“兩彈一星”精神的延
續和發展。

來源：
央視網

“北斗之父”坐輪椅出席見證

■孫家棟院士出席開通儀式。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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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個案

中
央
挺
港
依
法
推
遲
選
舉 “第三波”來勢洶洶

非本地個案 本地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中央人民政府7月29日就香港特別行
政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推遲有關事宜
表明意見。全文如下：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20年立

法會換屆選舉押後事宜的報告》收悉。
中央人民政府對近期香港特別行政區暴
發的新一輪新冠肺炎疫情高度關注，將
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抗擊疫情需求提供一
切必要支持和援助，切實保護香港居民
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現就立法會選舉
推遲有關事宜，提出以下意見：

一、中央人民政府支持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基於公眾利益和香港實際
情況，依法作出將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
屆立法會選舉推遲一年的決定。

二、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
立法會選舉推遲情況下如何處理立法
機關空缺的問題，中央人民政府將依
法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作出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依法做
好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推遲涉及的相關
工作。

■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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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娥
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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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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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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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宣
布
延
後
二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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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年
立
法
會
選
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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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已連續 10天新增逾百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其中絕大部分為本地感染個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 7月 31日宣布，基於公共衞生理由，避免大規

模感染，以及確保選舉的公平公正，特區政府決定援

引《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將原定今年9月6日舉行的

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改於明年9月5日舉行。由於選

舉延期會令香港未來一年出現立法機關“真空期”，

她已向中央政府呈交緊急報告，而國務院在回覆中表

示，支持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中央政府將

依法提請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對香港立法機關空缺

的問題作出決定，而特區政府應依法做好選舉推遲的

相關工作。

香港政府是次援引《緊急情況規例
條例》押後立法會換屆選舉，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解釋，《立法會條
例》第四十四條雖賦權行政長官可指
定另一日期進行選舉，但不得遲於原
定日期後的14天，倘她不停援引此法
推遲選舉，或被視為濫權及引起法律
挑戰，而《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僅
能針對公共衞生訂立規例，未必適用

於押後選舉，故運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緊急法）押後選舉是唯一可行方案。

《立會例》無法押後一年
林鄭月娥指出，《立法會條例》無合適條

文能把選舉押後一年，更遑論要現屆立法會按
正常年度周期運作至下次換屆選舉；在抗疫期
間，行政長官雖曾會同行政會議先後多次根據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訂立多項保障公眾健
康的規例，但是次押後選舉的主要目的亦包括
確保選舉公平、公開，而非只處理公共衞生，
故未必適用。

需時再進行選民登記
她續說，鑑於疫情屬危害公眾安全的緊急

情況，援引緊急法是唯一可行方案，因現時感
染及死亡個案不斷上升，繼續進行選舉勢必令
公共衞生惡化，而押後選舉可減低感染風險和
紓緩公營醫院系統的壓力，符合公眾利益。

對押後期限為何是一年，她表示，這可以避
免違反立法會議會周期及選舉周期，且每次選舉
須至少三個月至四個月籌備，為公平起見，特區
政府應在選舉前進行另一次選民登記工作，故需
時準備。
根據基本法第六十九條訂明，立法會除

第一屆任期為兩年外，每屆任期為四年，故
押後選舉或令立法會未來一年出現“真空
期”。林鄭月娥表示，立法會具立法、修
例、撥款、審批收支和通過年度財政預算案
的實質職能，且設有年度處理事務周期，特
別是有關財政預算案的工作，不能因換屆選
舉不確定而長期“停擺”或出現“真空
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有
理
有
據

延至明年9月5日“議會真空”將提請人大決定

疫情嚴峻 立選押後
押後立選六大主因

防感染風險

今次是香港自回歸以來規模最大
的選舉，涉及440萬名登記選民、770
個議席、3.4萬名選舉工作人員、615
個投票站和一個隨時有近萬人聚集的
特設中央點票站及媒體中心，而大量
人群聚集和互動將構成極大感染風險

保障投票權

目前的邊境限制措施令數以十萬
計居住或滯留內地及海外的登記選民
未能回港行使其投票權

選舉活動受阻

目前限聚令收緊至兩人，令探
訪、街站等慣常選舉活動無法進行

點票站難妥

原定用作中央點票站及傳媒中心
的亞洲國際博覽館，被用作醫管局的
臨時社區治療中心而須另覓地方

長者卻步

超過60萬長者登記選民（71歲及
以上）將因病毒對他們的額外風險而
放棄投票

無其他選舉安排

受制於現行法例，政府無法考慮
其他安排，例如透過電視及電台廣播
競選宣傳或分日投票、境外投票、電
子投票、郵遞投票等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援緊急法屬唯一可行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中聯辦7月31日發表聲
明，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基於當前新冠肺炎疫
情的嚴峻形勢決定推遲第七屆立法會選舉，表示
理解和支持，這是保護廣大香港市民健康和生命
安全的負責任之舉。
聲明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香港特區

政府和社會各界積極防疫抗疫，取得了顯著成
效。但7月5日以來，香港疫情形勢急轉直下，連
續10天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過百，出現了社區傳
染，目前疫情仍在發展中，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
和公共衞生安全已受到嚴重威脅。連日來，社會

各界人士紛紛呼籲推遲立法會選舉，期望選舉能
夠在確保公眾安全與公平公正的前提下進行。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同行政會議決定，將
香港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推遲一年舉行。這一決定
符合憲法、基本法和香港本地法律，體現了對科
學防控疫情的尊重，體現了對廣大香港市民生命
健康安全的責任擔當，順應了主流民意。
聲明指出，沒有安全的選舉環境，就談不上選

舉的公平公正。據國際研究機構統計，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發生以來，至少有68個國家或地區因為疫
情推遲了全國或地方選舉。尊重科學，生命至上，
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

聲明表示，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基於公
眾利益和香港實際情況依法作出將香港第七屆立法
會選舉推遲一年的決定。對於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推
遲情況下如何處理立法機關空缺問題，中央政府將
依法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作出決定。
聲明強調，中央政府對近期香港暴發的新一

輪新冠肺炎疫情高度關注，將根據特區抗擊疫情
需求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和援助，切實保護香港居
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相信在中央政府的堅定
支持和內地的大力援助下，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一定能帶領香港社會早日戰勝疫情。

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港澳辦7月31日發
表聲明表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鑑於新冠肺炎
疫情蔓延的嚴峻態勢，決定推遲第七屆立法會選
舉，這體現了對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高度負責的態度，十分必要，合理合法，中央政
府充分理解和支持。
聲明表示，7月初以來，香港新冠肺炎疫情

再次暴發並在全港快速蔓延，相當比例的確診病
例無法確定源頭，防疫形勢異常嚴峻。採取嚴格
和有力措施盡快控制疫情傳播，已成為香港當下

最重要最緊迫的任務。

優先聚焦抗疫 推遲可保公平
為防止大規模人群聚集帶來的傳播風險，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依據《緊
急情況規例條例》，作出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推遲
一年的決定，這是保護香港市民生命安全和身體
健康、保障立法會選舉的安全和公正公平的重要
舉措，也符合當下其他許多國家和地區的通行做
法。這一決定不會影響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的正
常運作，也不會損害香港市民依法享有的民主權
利和自由。對於因立法會選舉推遲而產生的立法
機關空缺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會盡快作出決
定。
聲明指出，偉大祖國是香港戰勝疫情和一

切風險的堅強後盾。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請
求，中央政府已決定派遣內地檢測人員赴香港協
助開展大規模核酸檢測篩查，幫助香港加快建設
臨時隔離及治療中心，以盡快控制疫情。希望香
港社會各界在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帶領下，聚焦抗
疫大局，共擔抗疫責任，團結一心，同舟共濟，
早日打贏疫情阻擊戰，為盡快恢復經濟、改善民
生創造良好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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