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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歐洲每日新增病例達到約10萬
人，已經超越美國，後者每日平均新增病例逾
51,000人。

法國病例數迅速上升，總統馬克宏宣佈，自
週六起巴黎與其他主要城市實施四周宵禁，法國
6,700萬人口中，幾近三分之一的人將受到影響
。

多數歐洲政府夏季期間放寬了封鎖舉措，開

始重振受到第一波疫情重創的經濟。
但回歸正常活動--從門庭若市的餐廳到大

學新學期的展開--促使整個歐洲大陸感染人數
激增。

路透報導指出，法國實施宵禁；其他歐洲國
家則是關閉學校、取消手術並招募醫學院學生。
冬季初始，被不堪重負的當局面臨新冠病毒重新
來襲的噩夢情境。

德國總理梅克爾表示，她與德國16個邦的
領導人週三同意採取更嚴格的措施，不過並未詳
細說明。她表示：“我們已經進入呈現指數性增
長的階段，每天的人數已經顯示出這個情況。”

歐洲人均感染率最高的捷克已經將各級學校

改為遠距教學，並計畫徵召數以千計醫學系學生
。各個醫院削減非緊急醫療程式，以釋出更多床
位。

愛爾蘭總理稱北愛爾蘭病例數增加“令人極
為擔心”，愛爾蘭政府對邊境三個郡增加了限制
措施，也幾乎完全限制了全國境內的家庭造訪活
動。

“我們正處於災難邊緣，”波蘭免疫學學者
Pawel Grzesiowski表示，該國週三提報6,526個感
染病例、116個死亡病例。

德國、英國和法國迄今抵抗住關閉學校的壓
力，但德國政府官員們在討論是否要延長學校的
耶誕節-新年假期以控制疫情。

荷蘭重新採取部分封鎖措施，關閉酒吧和餐
廳，但學校繼續開放。

歐洲的感染人數平均每天近10萬人--占全
球總感染人數的約三分之一--迫使政府收緊限
制，同時試圖避免破壞生計。

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截至10月11日當
周，英國、法國、俄羅斯和西班牙的新增病例占
歐洲新增病例的一半以上。

英國首相強森面臨反對派呼籲英國再次採取
全國性封鎖措施，但迄今遭到拒絕。然醫院入院
人數正在攀升，春季建設的野外醫院再次準備就
緒。據英國金融時報，數日內英國將公佈更嚴格
的限制措施。

（（路透社路透社））

新冠疫情惡化新冠疫情惡化 歐洲多國宵禁歐洲多國宵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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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大選不到三個星期，民主共和兩
黨正在施展渾身解數， 為大選做最後之衝
刺。

在賓州約翰城的群眾大會上，川普總
統公開向婦女們喊話 ，乞求她們的選票
， 因為救了这些社區整治治安環境 ，總
統說如果拜登獲勝， 郊區之住宅將面臨幫
派份子之擾亂，而使治安敗壞。

共和黨深知他們正在失去婦女之選票

，就在2016 年時之期中選舉 民主黨因而
奪取眾議院多數席次。

在白宮 笫一夫人梅蘭妮發出文章表示
，她已痊癒走出病痛 ，她選擇的是食物及
維他命。

我們祝福第一家庭之康复，眼見總統
大選在即， 期待國會及白宮早日批准紓困
案， 來拯救待援的國民。

In the final stage of the election, the candidates
of both parties are putting on their best shows for
the voters.

President Trump has revealed just how
desperate his political future looks at this
moment.

In Johnstown, Pennsylvania, he begged women
voters and said, ”Suburban women, will you
please like me? I saved your damned
neighborhoods!”

The President knows he has a major problem
with suburban voters, especially with women. In

the 2016 election, he won 2% over Hillary
Clinton in women voters living in the suburbs.

Two years later, in the 2018 midterm election,
Republicans lost to Democrats capturing 45% of
women voters in the suburbs.

Trump has made it clear that if Biden wins, he
claimed, with little subtlety, that roving gangs of
Antifa supporters will invade the U.S. suburban
paradises. But most women don’t buy that and
say their neighborhoods aren’t under any
particular threat.

In the White House, First Lady Melania Trump
detailed her experience battling COVID-19
which she tested positive for two weeks ago.
She has now tested negative for the virus. She
said she had body aches, cough, headaches
and was extremely tired. She chose a more
natural health route relying more on vitamins and
health food and did not take a cocktail of
medicines.

We are also very glad that both the President
and First Lady have already tested negative. The
election is only less than three weeks away.

We still urge the Congress and the White House
to reach agreement and approve the Stimulus
Package which millions of people are waiting on
for survival.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010//1515//20202020
Trump Begged ForTrump Begged For
WomenWomen’’s Votess Votes

川普總統出招要選票川普總統出招要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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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北京和華盛頓又在聯合國和附屬機
構鬥法！大陸和俄羅斯，古巴等國被選入聯合
國人權理事會後，已經於2018年主動退群的美
國仍然氣噗噗，特別發表譴責聲明稱理事會
「擁抱威權」。無獨有偶，大陸和美國駐世貿

組織大使也就多個議題展開激辯。這顯示雙方
在國際組織的競爭和角力已經進入公開和白熱
化狀態。

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選出新的理事會成員
，其中包括大陸、俄羅斯和古巴後。美國國務
卿蓬佩奧特別發表聲明譴責其為擁抱威權政權
，並且為美國在2018年因為捍衛以色列而退群
辯護。聲明並指控人權理事會變得 「無可救藥
」，美國對理事會改革的呼籲遭到忽視，這一
事件進一步證明美國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
決定是正確的。第五度當選理事會成員的大陸
代表則表示，會積極推進國際人權交流合作，
反對人權政治化和雙重標準。

除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雙方代表也在世
貿組織唇槍舌劍。大陸駐世貿組織代表張向晨
指控美國強迫外國企業將股份和技術賣給本國

企業， 「怎麼好意思談市場導向的條件呢」？
世貿組織未能制止單邊保護主義在全球肆虐，
「應當感到羞恥」。美國代表則強調了世貿應

該對所有國家一視同仁，不應該再有特殊差別
待遇。值得一提的是，美方在世貿還受到歐盟
的壓力，世貿13日裁定歐盟可以對美國產品加
稅，美國貿易代表強調，華盛頓州對於波音公
司的減稅政策已取消，歐盟對美產品增稅毫無
法律基礎。

此外，美國國務院也發布聲明表示，美國
認識到一些外國政府，如中國及俄羅斯，試圖
透過智庫，外部專家及遊說人士影響美國的外
交政策。蓬佩奧強調，智庫在外交事務所扮演
的特殊角色，使外國資助透明化更為重要。大
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特別發推回應，要美國
說明資助了多少智庫，在他國製造動盪？ 「多
少智庫受命製造和傳播關於中國等國家的假新
聞和假消息」？

紐約時報曾經報導指出，布魯金斯研究所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及大西洋理事會等頗具
影響力華盛頓智庫，收取不少外國資助。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WTO 美陸大鬥法

在新冠疫情期間帶著20多位妻妾嬪妃到
德國避疫享樂,不謀國政的泰王哇集拉隆功日
前返回泰國, 他與王室車隊所到之處遭到憤怒
的泰國民眾示威抗議, 上萬群眾聚集於總理府
外, 群情激憤, 政府立即以軍警鎮壓暴動, 並宣
布首都曼谷進入緊急狀態, 嚴禁5人以上的集
會,情勢相當危急。

泰國青年學生從今年7月起就已開始舉行
示威抗議活動, 他們的三大訴求是解散國會重
新選舉、修憲和停止威脅異見人士, 直接要求
總理巴育下台, 目的未達,這一次則把訴求轉
向王室, 要求削減國王權利, 使財務透明化, 並
取消毀謗君主罪等,這些訴求等於就是要廢除
國王，那顯然是不可能達成的。

泰國自1932年起實行君主立憲制，皇室
家族擁有至尊地位和財富，國王被視為人民
的精神保護者，可以任命總理, 其本人及親屬
受到法律嚴格保護，侮辱或批評君主及其家
人是犯罪的行為, 罪大到處死刑,由於軍人干

政,泰國已發生過十二次軍事政變，軍人在奪
權後泰王都大力支持,相互維持著一種微妙互
信互賴的關係, 也因此而使得政局維穩。

巴育將軍在六年前擔任陸軍總司令時發
動政變, 推翻了柔軟的盈拉而建立了軍人政府
，他在脫下戎裝, 改穿西裝，搖身變成文人政
府總理後無意放權，一再推遲選舉，直到去
年三月才完成不公正的國會選舉，再由自己
一手掌控政權與軍權, 成為台下的國王, 而台
上的國王哇集拉隆功則聚斂國財,個人擁有毫
不透明的700億美元資產, 他又耽於美色,過著
虛榮奢侈又縱慾的生活, 與他的父王蒲美蓬生
前的清譽大異其趣,但在愚忠民眾擁戴下,他依
然可過著荒誕不經的歲月！

雖然泰國在1997年憲改後有了較多的民
主,政治透明度和問責制有更多推進,但距離真
正的民主還很遙遠，推不倒的國王以及不下
台的總理將是民主絆腳石, 泰國青年學生的抗
爭運動仍然難有作為！

【李著華觀點:不倒的國王
泰國學生運動難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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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境內旅行將受限
專家：不排除日增病例再過萬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所長維勒

發出警告說，如果民眾不能自覺遵守防疫和其他衛生措施，德

國單日新增病例有可能上萬。為遏制疫情擴散，德國境內旅行

也將受限。

據報道，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8日發表的數據顯示，過去二十四

小時，德國新增病例數為4058例，比此前壹天的2828例增加了1200多

人。德國衛生部長斯潘在柏林表示：“新增病例的增幅之大，令人

擔憂。德國迄今為止的防疫表現是歐洲境內最好的，但我們絕不能掉以

輕心，前功盡棄。”

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所長維勒則表示：“我們沒法預料，今後幾

星期內德國疫情會如何發展。不能排除單日新增病例達到壹萬人的

可能性。”

維勒還呼籲民眾遵守防疫規定，已阻止新冠病毒的進壹步

傳播。他說：“疫情的現狀令我非常擔憂，我請求各位嚴格遵守防

疫規定。”他同時還強調，德國現有病例中，只有8%屬於境外輸入

型病例。

為了遏制疫情擴散，德國多數聯邦州7日通過決議，將要求來自疫

情熱點地區的遊客，必須出示不超過48小時的新冠檢測陰性證明，方可

入住酒店。所謂疫情熱點地區，是指過去七天內每十萬人口新增病例超

過50例的地區。

不過，有五個聯邦州對上述決議則並不認同。圖林根州明確表示，

不會拒絕任何人入住酒店。柏林表示暫時不會執行這壹決議。下薩克森

和不來梅表示尚未進壹步審核決議的可操作性。而梅前州則表示，該州

將繼續執行更為嚴格的防疫措施。

報道稱，截至當地時間8日18時40分，德國累計確診312487人、治

愈269618人、死亡9731人。

德國制造業以明顯速度復蘇
專家：沒理由過度慶賀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經濟部的最新數據表明，8月份，對德國工業

產品的需求比上個月增長4.5%，制造業繼續以明顯速度復蘇。

據報道，數據顯示，歐元區國家對德國工業企業的訂單大幅增加，

增幅達到14.6%。相較之下，德國國內訂單8月份僅增長1.7% 。

由於采取了應對新冠疫情的措施，第二季度德國國內生產總值創紀

錄地大幅下跌，與上壹季度相比下降了9.7%。對於夏季季度，專家們現

在預計會出現強勁增長。總部位於慕尼黑的德國經濟研究所預計將增長

6.6%。據該研究所稱，9月德國工業企業對未來幾個月的預期，也有所

提高。

不過，盡管開始復蘇，但德國企業得到的訂單仍低於危機前的水

平。與新冠疫情開始前的2020年2月相比，目前訂單減少了3.6%。

另壹方面，隨著新冠感染人數回升，也傳來警告的聲音。德國ING

銀行的經濟學家布瑞斯基(Carsten Brzeski)說：“德國制造業如何避免重

要貿易夥伴的又壹輪封鎖措施，簡直難以想象。”

VP銀行的國民經濟師吉澤爾(Thomas Gitzel)也表示：“盡管連續四

次有所增長，但是還沒有理由過度慶賀。因為第二輪新冠病毒感染浪潮

正在加強。”

澳大利亞維州口罩新規生效
60余萬名學生陸續返校

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新冠肺炎疫

情口罩令新規正式生效，規定民眾外

出必須且只可佩戴口罩這壹種遮面物。

同時，60余萬名墨爾本中小學生從本周

開始重返校園學習，專家提醒學生要

學會調節，以重新適應校園生活。此

外，澳大利亞聯邦財長弗萊登伯格和

500名醫生呼籲維州州長安德魯斯解除

封鎖令。

維州民眾必須佩戴“合適”口罩
據報道，此前，維州民眾可佩帶口

罩、圍巾、手帕或面罩等外出，但根據

新規，他們目前只能佩帶口罩。該項新

規適用所有維州人，且不分區域。據稱

，民眾雖然可以佩戴面罩來遮住額頭和

臉部，但必須要在裏面佩戴口罩，不戴

口罩者將被處200澳元罰款。

維州衛生廳及公共事業廳表示，為

了起到最佳保護效果，民眾佩戴的口罩

必須“合適”，能夠緊貼鼻子和嘴部，3

層結構的口罩防護效果最佳。

不過，可向警察出示“合法理由”

者、因健康問題無法佩戴口罩者、不滿

12周歲的兒童及嬰

兒則不被要求佩戴

口罩。

墨爾本逾 60
萬中小學生返校

在因墨爾本封

鎖令居家學習兩個

月後，當地逾60萬

名中小學生本周返

校復課。預計16日

之前，從學前班至

7年級的學生將全部返校。

墨爾本東南部的Spring Park小學校

長費舍爾表示，學校為返校學生鋪設了

紅毯，她說，“對於返校的學生來說，

相關規定將更加嚴格。我們請了保潔人

員，每天用5個小時清潔桌子和所有高

頻接觸點，我覺得我們在提供安全的學

習環境方面，已經準備得非常好了。”

同時，維州校長協會會長波得布裏

提醒說，許多學生返校後將“重新適應

社交”，壹些學生會面臨學習方面的重

大調整。

財長及醫生籲維州放寬禁令
另壹方面，澳大利亞聯邦財長弗萊

登伯格則要求維州州長安德魯斯能早日

解除封鎖。除弗萊登伯格外，500名醫生

也聯合對安德魯發表公開信，呼籲安德

魯斯為了民眾及其心理健康考慮，應立

即撤銷嚴苛的封鎖令。

據悉，安德魯斯11日在墨爾本宣布

，維州的州緊急狀態將被延長4周，此

外，原計劃在19日全面放寬的第四階段

封鎖令也被推遲。

世衛稱全球日增新冠病例連續4天創新高
死亡率下降

綜合報導 據 美 國 約 翰

斯•霍普金斯大學實時統計

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 13

日 7 時 24 分，全球累計確診

新冠病例超 3772 萬例，累計

死亡病例逾 107.8 萬例。當地

時間 10月 12日，世衛組織舉

行新冠肺炎例行發布會，世

衛專家就全球疫情最新情況

、病亡率以及新冠疫苗等問

題作出回應。

據報道，世衛組織總幹

事譚德塞 12 日表示，當前，

全球上報的新冠肺炎病例增

加，歐洲和美洲的情況尤其

嚴峻。過去四天，每日新增

病例都創下疫情暴發以來的

新高，許多城市和國家也出

現了住院治療和重癥監護患

者增加的情況。

譚德塞還稱，各國應對疫

情的方式不同，所受的影響也

不同。他指出，上星期近七成

被上報的病例，來自10個國家

；而幾乎壹半的病例，只來自

3個國家，反映疫情大流行的

形勢不均衡。

截至目前，新冠病毒已在

全球奪走了超過100萬人的生

命。世衛組織衛生緊急項目技

術主管瑪麗亞· 範· 科霍夫表示

，同疫情暴發初期相比，由於

檢測能力增強，多個國家的新

冠死亡率都出現下降。

科霍夫同時表示，研究表

明，大多數地區人口的新冠病

毒感染率低於10%，但也有密

集傳播區域的感染率超過20%

。另外根據壹些統計模型，新

冠病亡率為大約為0.6%，而且

會隨著年齡增長而急劇上升。

這個數字“看起來似乎不多，

但比流感要高得多”。

鑒於此，世衛組織表示，

讓病死率高於流感的新冠病毒

自由擴散，以便人們能夠獲得

集體免疫的策略，是不可想象

的。

譚德塞還說：“在公共衛

生史上，從來沒有過把集體免

疫作為應對疫情的策略，更不

用說是應對全球性的疫情了。

不論是在科學上還是道德上，

這都是有問題的。”

針對各方關註的新冠疫苗

問題，世衛組織首席科學家蘇

米婭· 斯瓦米納坦表示，全球各

地的新冠疫苗臨床試驗進展都

令人鼓舞，目前約有40種疫苗

已處於臨床試驗中，其中10種

已進入三期臨床試驗，預計未

來6至12個月將有多個疫苗臨

床試驗出結果。

此外，已有超過180個國

家和地區做出承諾加入“新

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參

與的人口總量已占全球人口

的90%。

全球最大玩具展2021年將首次改為夏季舉行
綜合報導 記者從紐倫

堡國際玩具展主辦方了解到

，這壹全球規模最大的玩具

行業展會2021年將首次在夏

季舉行。

紐倫堡玩具展是全球領

先的玩具、愛好和休閑用品

展會，每年吸引德國國內外

2800家生產企業、來自130多

個國家約65000名買家和玩具

貿易商參與。

按照傳統，紐倫堡國際

玩具展每年初在紐倫堡會展

中心舉行。鑒於持續發生的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原定

於2021年 1月 27日至31日舉

行的下屆玩具展已被取消。

作為紐倫堡國際玩具展的主

辦方，Spielwarenmesse eG 有

史以來第壹次將這壹玩具行

業最重要的國際展覽會推遲

到夏季。其主要考量是感染

人數的上升和進壹步的旅行

限制。

“我們為推遲2021年紐

倫堡國際玩具展的決定感到

遺憾。”紐倫堡國際玩具展

主辦方SpielwarenmesseeG監事

會主席 ErnstKick 表示，到目

前為止，他們已經為原定明

年1月舉行的第72屆玩具展展

會做了許多準備工作。“我

們按照巴伐利亞州政府的規

定，與紐倫堡展覽中心和主

管衛生局共同制定了衛生方

案，該方案受到了所有相關

人員的好評。我要感謝迄今

為止與我們壹起走過這條路

的所有人，我相信，優化措

施只會為未來的展覽會帶來

好處。”

據介紹，紐倫堡國際玩

具展主辦方目前正在與紐倫

堡展覽中心商討2021紐倫堡

國際玩具展的新展會日期。

在此期間，數字平臺作為實

體展覽會體驗的壹項服務和

輔助措施將會不斷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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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近期在推特轉推賓拉登沒死、
實際上是替身被美軍炸死的陰謀論文章及影片，惹怒當初親自
追殺賓拉登的前海豹部隊戰士歐尼爾（Rob O'Neill），歐尼爾
本身也是川粉，卻在事件後公開痛斥川普根本是 「在英雄的墳
墓上踐踏」。

綜合《國會山莊報》（The Hill）、英國《每日郵報》
（Daily Mail）、美國版《太陽報》（The U.S. Sun）報導，川
普近期連續在推特上轉推蓋達組織（Al-Qaeda）前領導人賓拉
登（Osama bin Laden）沒死的相關推文。13日他轉推一篇由極
右派 「匿名者Q」（QAnon）陰謀論有關團體所刊登的推文，
指出拜登和歐巴馬下令處死美國海軍反恐特種作戰部隊海豹六
隊（Seal Team 6），隔天又轉推聲稱美國中情局幹員確保賓拉
登的安全、並且將賓拉登護送到巴基斯坦的影片。

「匿名者Q」陰謀論聲稱2011年歐巴馬政府並未成功狙殺
賓拉登，反而殺死他的替身，為了掩飾，歐巴馬政府遂下令殺
死海豹六隊。

川普轉推陰謀論的舉動馬上惹火當年赴前線狙擊賓拉登的
海豹部隊戰士，前海豹戰士歐尼爾曾在多年前自曝赴巴基斯坦
狙殺賓拉登，並且對著賓拉登開了3槍，他這兩天發布連串推
文，回擊川普的舉動。

他在13日的一則貼文控訴， 「這些非常勇敢的男人為了殺
賓拉登而向自己的孩子道別」，強調前美國總統歐巴馬下令執
行狙殺行動，他們追殺的對象也不是替身。

昨（14）日他又連續發文自嘲， 「該死，我剛才發現自己
殺的原來是奧薩瑪賓強森（Osama bin Johnson）」，用賓強森
來嘲諷自己原來殺的不是賓拉登；另一則貼文更直白說， 「我

知道我殺了誰，每一次都知道。」
歐尼爾昨日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主播克里斯

．古莫（Chris Cuomo）專訪時表示，川普轉推陰謀論的做法
等於是 「在一些最棒英雄的墳墓上踐踏」、 「對仍活著的人的
恥辱。」

歐尼爾實際上是川普支持者，從不掩飾自己對保守派的支
持，他在古莫中的專訪中強調，那次狙擊行動中的所有部隊成
員全部都活著，大夥甚至和賓拉登的屍體拍了很多合照。

他被古莫追問政治立場，不諱言對川普的失望， 「相信這
些陰謀論的瘋子是一回事，但是這個國家中最高層級的人轉推
陰謀論又是另一回事。」

（綜合報導）距11月3日美國大選僅剩不到三周，針對民
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 「10月驚奇」終於曝光！《紐約郵報》
14日引據自一部送修筆電中獲得的電郵內容，獨家報導拜登牽
涉 「通烏門」的內情，披露拜登擔任副總統時，其次子韓特曾
引薦自己任職的烏克蘭天然氣公司Burisma的高層給父親認識
，而才不到1年，拜登就施壓烏克蘭總統放棄對Burisma的相關
調查。

2014年4月，韓特加入Burisma董事會，月薪高達5萬美元
。據《紐郵》報導，該年 5 月，Burisma 董事會顧問波薩斯基
（Vadym Pozharskyi）發電郵予韓特，詢問對方要 「如何發揮
影響力」幫助公司。到了2015月4月17日，波薩斯基再向韓特
發電郵： 「感謝你邀請我到華府，給予機會跟你父親見面並一

起共處。這真是榮幸。」
Burisma其後面臨烏克蘭檢察部門調查。而據稱，拜登在

2015年12月到訪烏克蘭期間，要求時任烏克蘭總統波洛申科撤
換負責調查的檢察官，否則揚言擱置一筆10億美元的擔保貸款
。拜登本人則曾一再聲稱， 「從未跟兒子談論過他的海外商業
交易。」

《紐郵》報導指，電郵存放在一部蘋果MacBook Pro筆電
中，筆電來自拜登老家德拉瓦州一間筆電維修店，2019年4月
一名客戶將筆電送修，但一直未取回及付錢。筆電內還有一段
12分鐘的影片，顯示韓特吸食古柯鹼並與一名不明身分女性發
生性行為，另有大量拜登家族的家庭照片及多張不雅照片。

報導稱，店長無法確認送修筆電的就是韓特，但筆電上有

一張以拜登已故長子命名的 「博．拜登基金會」貼紙。店長後
來向聯邦部門通報，並於去年12月將筆電和硬碟交予聯邦調查
局（FBI），但店長卻已事先拷貝了硬碟，其後把拷貝內容再
交予前紐約市長朱利亞尼的律師。而朱利亞尼目前擔任總統川
普的私人律師，他於11日提供拷貝內容給《紐郵》。

特的律師拒絕對報導置評，但批評朱利亞尼散播針對拜登
家族的陰謀論。而波薩斯基和拜登競選陣營均未回應《紐郵》
的詢問。川普及共和黨一直指控韓特在烏克蘭商業活動涉及利
益衝突。去年7月，川普與現任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通電話，
被指多次要求對方調查韓特的不當行為。

蓬佩奧：要求美國孔子學院年底前全部關閉

得罪鐵粉得罪鐵粉 川普轉推賓拉登沒死怪論川普轉推賓拉登沒死怪論
前海豹戰士失望怒嗆前海豹戰士失望怒嗆

拜登版電郵門 次子引薦天然氣高層

（綜合報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今天表示，孔子學院佯裝
成文化語言機構，但實質是為中共進行影響力行動。他說，美
方無法接受北京得以存在孩童教室中，因此要求美國孔子學院
年底前全部關閉。

蓬佩奧（Mike Pompeo）今天上午接受佛羅里達州廣播節
目 「早安奧蘭多」（Good Morning Orlando）、印第安納州廣
播節目 「早安新聞」（The Morning News）等多家媒體訪問，
皆談到美國校園內孔子學院問題。

蓬佩奧表示，孔子學院佯裝設立目的是文化交流與教導中
文，但實際上是北京影響力作戰的一環。透過這些學院，中共
努力在美國校園發揮其全球影響力，並得以在孩童教室中實質
存在，令人無法接受。

蓬佩奧說： 「我們要求每間學校在年底前關閉他們的孔子

學院，不只是在大專院校，也包含高中與幼兒園到 12 年級
（K-12）的各級學校。」

他強調，孔子學院是受到中共擔保的外宣組織，不應存在
於美國教育機構內。

此外，蓬佩奧表示，對於那些持美國簽證、代表中共參與
孔子學院運作的人士，美方也希望確保他們無法再進入美國課
堂。

相較過去發言，蓬佩奧今天對孔子學院問題態度明顯強硬
許多。他9月接受福斯財經新聞網（Fox Business Network）訪
問時，僅說 「希望」年底前美國孔子學院數量能歸零，並對此
目標表達樂觀。

蓬佩奧本月9日與教育部長戴弗斯（Betsy DeVos）聯合致
函美國高等教育機構時也指出，國務院8月雖將管理美國國內

孔子學院的 「孔子學院美國中心」（Confucius Institute U.S.
Center）列為 「外國代表機構」（foreign missions），但無法迫
使各校採取任何作為。

不過，兩人要求各校董事會與人員，審慎檢視校園內與中
國政權相關活動，並考量評估學校是否有維護到學生人身安全
、學術自由、機構自治及資訊透明等。

針對蓬佩奧是否有向美國各級學校提出關閉孔子學院的正
式要求，以及未照做學校是否會面臨任何後果，截至發稿為止
，國務院尚未回覆記者郵件詢問。

根據美國非營利全國學者聯合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統計，截至今年9月7日，美國國內共有67間孔子學
院，其中5間預計年底前會關閉。2017年4月時，全美共有103
間孔子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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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將在吉隆坡等地
實施有條件行動限制令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政府宣布，將在包括

首都吉隆坡內的多地實施為期兩周的有條件

行動限制令。

其中沙巴全州將於13日零時起實施有條

件行動限制令到26日；雪蘭莪州和吉隆坡、

普特拉賈亞兩個聯邦直轄區將於14日到27日

執行限令。這其中，毗鄰吉隆坡的雪蘭莪州

是馬來西亞人口最多、經濟最發達的州；普

特拉賈亞則是馬來西亞行政首都。

據宣布，在實施有條件行動限制令期間

，這些地區的學校、宗教場所將全部關閉；

娛樂場所、休閑中心等也將停止營業；禁止

舉辦婚禮和聚集性社會文化活動；每戶出外

購物人數也限為2人；限制跨縣市旅行。工商

業等日常經濟活動仍將照常運行，但餐館、

便利店等商業設施將受營業時間限制。

馬來西亞近來疫情反彈，進入10月以來

，已新增確診病例近5000例。此前，沙巴和

雪蘭莪部分區域已經實施了有條件行動限制

令。馬來西亞總理穆希丁日前曾表示，應對

新壹波疫情，馬來西亞暫不考慮實施全國性

限制措施，而是根據各地疫情具體情況分區

域施策。

據馬衛生部數據，截至12日中午，馬來

西亞在過去24小時內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563例，新增2例死亡病例。

截至目前，馬來西亞累計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 16220 例，累計死亡 159例，累計治愈

11022例。

泰國推出
“購物退稅”
措施刺激消費

綜合報導 泰國內閣批準“購物退稅”措施，以

刺激國內消費，提振深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陷入低

迷的經濟。

泰國總理巴育當天在內閣會議後召開的新聞發布

會上表示，該措施將於10月23日至12月31日施行，

納稅人在這壹期間購買商品和服務的消費金額可抵扣

個人所得稅，每人最高抵扣額3萬泰銖，預計此舉可

為國內經濟帶來1200億泰銖(約合人民幣258億元)的

流動資金。

“購物退稅”措施涵蓋了所有含7%增值稅的產

品和服務，但不包括酒精飲料、煙草、政府彩票、汽

油、住宿費和機票費。

當天的內閣會議還同意為1400萬持有政府福利卡

的民眾每人每月發放500泰銖，壹共發放3個月，幫

助這部分民眾提高消費能力，度過疫情難關。

泰國智庫開泰研究中心認為，“購物退稅”措施

將有助於拉動泰國今年第四季度的國內消費，促進經

濟好轉，其中零售業受益最大，尤其是增值稅系統內

的大型經營商。不過，該措施只能暫時刺激消費，未

來泰國消費的復蘇仍將主要取決於驅動經濟的基本動

力特別是旅遊業、就業和農業收入。

印尼首都雅加達
二度放松疫情防控

綜合報導 印尼首都雅加達因應

疫情惡化而二度實施的“大規模社會

限制”措施12日開始放松，第二次

進入疫情防控“新常態過渡期”。

據雅加達疫情防控指揮機構發布

的信息，“過渡期”內，在遵守防疫

衛生規則前提下，放寬對辦公場所、

工業和商業活動限制，允許各場所在

人員容量50%以內上班；餐館、咖啡

館等服務場所在每天6時至19時間可

提供堂食，但僅限人員容量的50%且

各個座位間距離至少1.5米；宗教場

所恢復活動；娛樂場所、公園、動物

園、博物館、圖書館、體育設施、海

灘和其他公共設施逐步開放。

雅加達於3月2日首次發現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4月 10日首次實行

“大規模社會限制”措施。因經濟和

民生遭受巨大打擊，6月8日放松限

制，第壹次實施疫情防控“新常態過

渡期”政策。後又因疫情持續惡化，

於9月14日第二次實行“大規模社會

限制”措施。

9月14日當天雅加達單日新增確

診879例，累計確診55099例。第二

次“大規模社會限制”措施實行整四

周後的10月11日單日新增確診1389

例，累計確診86963例。四周時間確

診病例增加了31864例，疫情並未有

緩解跡象。

印尼政府新冠肺炎疫情官方網站

12日下午公布，該國當日新增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3267例，累計確診336716

例；新增死亡91例，累計死亡11935

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仍居該國疫

情發生以來高位。q

緬甸公布新冠患者出院新標準
仰光檢測確診提速

綜合報導 據緬甸金鳳凰中文報微信

公眾號消息，緬甸衛生與體育部當地時

間12日晚8點發布疫情監控公報顯示，

緬甸新增新冠肺炎確診1344例，累計確

診達29314例。另新增18例死亡病例，累

計死亡已達 664 例，累計治愈出院者

10260例。

緬甸衛生與體育部於11日公布了新

冠確診患者出院的新規定。

規定要求，輕度或者中度癥狀的確

診患者(不包括免疫力下降的患者)如出現

癥狀，從出現癥狀之日起的10天，治愈

健康後1天(無需服用退燒藥、無發熱、

無呼吸道癥狀、無感染新冠病毒癥狀)，

如沒有出現癥狀，患者須在相關醫院接

受11天的治療即可出院。

而癥狀或病情嚴重的患者，亦或是

免疫力下降的患者，從出現癥狀之日起

的10天和治愈健康後4天(無需服用退燒

藥、無發熱、無呼吸道癥狀、無感染新

冠病毒癥狀)，患者須在相關醫院接受20

天的治療後方可出院。

對於無癥狀確診患者，從檢測結果

呈陽性之日起10天後即可出院。

另壹方面，仰光省衛生局和Ayeyar-

wady Foundation合作開設的杜溫納體育

場 Ayeyarwady 檢測中心 (Test & Care

Ayeyarwady Testing Center) 於 12日開始

對外開放。

仰光省衛生局治療組長奧嘎漂博士

稱，該中心主要針對發熱、失去嗅覺的

患者。對前來中心就診的患者進行快速

診斷測試(Rapid Diagnostic Test)，確認是

否感染新冠病毒。按照檢測結果將進壹

步進行必要的治療。

據悉，有意前來中心就診的患者，

須用電話或者通過網絡進行預約和註冊

。中心由緬甸牙科醫生協會、私立醫院

誌願者、衛生專家，以及隔離中心誌願

者等約40名護理人員進行治療服務。

奧嘎漂博士表示，目前仰光省已設

立幾處無嗅覺患者治療中心。Ayeyarwady

檢測中心的優點是，患者在短時間內可

以知道自己是否感染新冠病毒和能快速

接受進壹步治療。檢測結果呈陽性的患

者，將在Ayeyarwady疫情治療中心繼續

接受治療。但如治療中心床位不足夠，

要送往其他醫院和治療中心治療。

（中央社）公費流感疫苗社區接種大缺貨，
北市衛生局長黃世傑15日用 「爆打」形容今年公
費流感疫苗接種情形，北市施打9天已接種30萬
劑，昨估計月底將缺貨、斷貨；高雄鳳山則傳出
里長服務處被打不到流感疫苗的民眾砸，里長夫
婦嚇得不敢回家睡覺。

疾管署副署長莊人祥坦言，的確有可能有符
合公費接種條件對象打不到的現象，因此緊急向
4個領有藥證的藥廠調剩下的貨，同時也跟國際
搶貨，雙管齊下盼增加公費疫苗的量，不過全球
都搶很凶，難度很高。

疾管署最新統計，今年採購的603萬劑公費
流感疫苗10月5日開打10天以來，已經供貨440
萬劑，占比達到72％。

北市衛生局昨赴議會工作報告，衛生局疾管
科長余燦華指出，今年採購量增加1.5萬多劑，
總數達71.5萬劑，過去採取3階段施打對象分流
，今年全部一起開打，出現搶打潮，中央配發北
市46萬劑，9天已接種30萬劑，醫療診所每天採

總量管制，因為怕發生社區感染，但在區民活動
中心、學校施打場次是完全滿足施打需求。

他預估，月底北市流感疫苗將缺貨、斷貨，
已向中央爭取增加配發，但是否有貨還是未知數
。

公費流感疫苗接種恐喊卡，高雄多名里長不
滿社區接種站因疫苗嚴重不足而斷然停止注射，
里民的抱怨卻要由里長去承受，15日集體抗議衛
福部長陳時中政策出爾反爾，並諷 「逆時鐘」讓
里長揹黑鍋。

鳳山誠義里長劉啟芳指出，中央對疫苗存量
警覺性不夠，導致覆蓋率不足，現在包括診所都
要預約，還不見得打得到疫苗，希望巿長陳其邁
能為高雄爭取；中和里長楊世君大罵中央部會官
員是 「金包銀」，里長做得 「不值錢」。

鳳山武慶里長林振隆更指出，他疑因對流感
疫苗看法不同，服務處日前被砸，當晚他與太太
嚇得躲到旅館過夜不敢回家，還得看身心科。

打不到流感疫苗打不到流感疫苗
里長服務處被砸里長服務處被砸

（中央社）美國媒體報導，有華航班機組
員周三（10/14）在洛杉磯上空，驚見一名穿著
噴射背包的人士出現在飛行航道上，這已是當
地一個多月來第二起類似事件。對此，華航今
(10/15)證實指出，機組員目擊一名著黑衣銀背
包身影從航機左前方快速飛過。

華航直擊噴射背包客的班機為昨(10/14)下
午4時50分從桃園機場起飛班機，洛杉磯當地
時間10月14日下午1時50分抵達，該班機為波
音777客機；據悉，該班機在進場準備降落時，
飛行高度約6500呎左右，機師突然看到噴射背

包客 「咻~~」一聲就飛過去，機師馬上進行通
報。

該航班與洛杉磯國際機場塔台對話，稍早
也已在Youtube流出，證實華航機長目擊噴射背
包客。華航機長跟塔台回報看到不明飛行物、
很像噴射背包客，塔台再次確認問是無人機還
是噴射背包客，華航回答是噴射背包客，在高
度六千呎，但太小且太遠。

根據《洛杉磯時報》報導引述聯邦航空總
署（FAA）消息，一名華航班機的機組員於周
三下午1時45分（台灣時間周四凌晨4時45分

）通報，他看到飛機西北方約7哩（約11公
里）處，有一名看起來穿著噴射背包的人飛
在空中。空中管制員也警告一架準備降落的

商業航班，表示有一名噴射背包客飛在空中，
飛行高度約為6500呎（約2000公尺）。

華航今受訪時表示，本公司10/14CI006台
北(桃園)-洛杉磯航班於進場洛杉磯國際機場高
度約6500英呎途中，機組人員發現疑似一人員
著黑色衣服銀色背包由航機左前方快速經過，
並立即向當地航管單位通報，航機已安全降落
，後續將配合美國聯邦航空總署調查。

朝陽科大飛航系籌備主任盧衍良表示，航
機在飛航狀態下，基於飛航安全的考量，航機
與航機之間必然保持一定距離的安全隔離，過

往較常聽聞的是遙控無人機或是超輕型載具
（俗稱輕航機）闖入航道或是空域，類似這種
噴射背包客入侵航道的案例確實過去較少聽聞
，直到近期才較為頻繁。

盧衍良表示，不論是遙控無人機、超輕型
載具或是噴射背包客，一旦與航機過於接近，
將會因為彼此尺寸大小迥異而受到氣流影響危
及安全，如果一旦碰撞也必然產生兩造一定程
度的傷害。然而過往遙控無人機或是超輕型載
具闖入的動機多半較為單純容易理解，近期這
類噴射背包客闖入航道，究竟僅是基於好玩樂
趣或是有其他保安因素夾雜其中，目前外界尚
不得而知，需要有關單位進一步調查，但無論
如何，這些行為都是航空運輸所不能容許的。

熊貓超市錯標1折！秒湧千筆訂單
外送員遭 「訂單綁架」 大排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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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港人籲港青投身灣區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在

14日舉行的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周年慶祝大會

上，習近平總書記講話對深圳寄予厚望，並多次提

及香港，強調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講話內容引

發居深港人熱議，有港青激動表示：“總書記講話

沒有忘了香港，中央沒有放棄香港，給港人吃了定

心丸。”採訪中多位港人稱，聽到總書記講話倍感

鼓舞，堅定看好深圳的發展前景，接下來，會鼓勵

身邊的香港年輕人來深圳，抓住發展機遇，投身大

灣區建設。

聆聽總書記講話備受鼓舞 堅定看好深圳前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習近平總書記14日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周年慶祝大會的講話中令不少在深圳工作
和生活的港青備受鼓舞，“總書記談深圳不
忘港澳，我和團隊認真聆聽講話後，對港澳
政策方面印象深刻。”灣區文化傳媒集團聯
合創辦人兼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協會創會主席
李培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總書
記的講話中提到要鼓勵更多港澳台同胞到深
圳投資興業，也希望更多港澳青少年到內地
學習、就業、生活。“這種更廣泛、包容、
全面交流的措施能更加增強港青對祖國的向

心力。”
李培表示，今年因為疫情，很多港企面

臨困境。在這個時候，中央先是推出《深圳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
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之後總
書記親臨深圳出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
慶祝大會，並在講話中支持港澳同胞融入內
地，相信可以吸引很多香港人到深圳發展，
給他們更多的出路，也幫他們指明了發展方
向。

李培還表示，相信深港融合是大勢所
趨，中央政府對港人、港企融入大灣區的支

持，不僅給港企以動力和希望，還給了我們
新的落腳點和出路，相信後續的一些政策可
以協助我們更加融入深圳，融入灣區，並且
和內地的企業合作，激勵我們重新再出發。

在深港企：
講話激勵我們再出發

“我們舒糖訊息從創立之初就在深圳，公司有11名香港員
工，一直跟隨公司成長。深圳的創新氛圍和內地廣闊

的市場給了我們發展空間。”舒糖訊息科技有限公司CEO何耀
威表示，14日上午他一字一句聽完了總書記的講話，其中的幾
個關鍵點令他深有感觸。

企業家：冀港青來灣區發展
“創新是一切的動力，匯聚人才是創新的根本。”何耀威

解釋，深圳多年來一直將高新科技作為支柱產業，匯聚了大量
的高新科技人才，同時建立了完善的產業鏈，這對於後來的創
業者非常有利。“今天上午的講話，再次強調了未來深圳對於
人才的重視。我們公司未來也希望能夠吸引更多的香港人才加
入到我們團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舒糖訊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從事智慧醫療的可穿戴設備研發。經過6年發展，公司已研發
出多款產品，在內地上市銷售。目前已經接到了來自內地多個
省份的預訂單，總量超過1萬件。何耀威強調，香港缺乏實業
基礎，科創優勢目前沒有深圳明顯。香港高校每年培育大量的
高科技人才，港人完全可以到大灣區來尋找發展空間。“大灣
區內地各市近年來推出許多便利港人的措施，例如港人港稅就
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希望這些政策能夠盡快落地實施，
相信能夠吸引大量香港年輕人來到大灣區工作。”

創業者：堅定留在內地發展
90後港青曾義來到深圳工作已近5年。他創辦的共享辦公

空間708090創客匯聚集了大量的創業者。創客匯曾多次舉辦深
港兩地創業者的交流活動。14日他聽完了總書記的講話，感觸
最深的是“總書記沒忘了香港”。“香港修例風波之後，很多
傳言說‘中央要放棄香港’，這種傳言肯定毫無根據。”曾義
受訪時稱，總書記講話中多次提及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粵港
澳三地的融合，港人是可以放心來到內地發展的。

冀香港深圳行業標準對接
“而且我特別注意到一點，總書記提到了推進三地在行業

標準方面的銜接。”曾義解釋道，作為一名香港的測量師，在
工作中經常遇到香港與深圳行業標準不同的情況。香港的標準
是對標國際的，現在內地和香港的認證標準不同，這對於香港
專業人士投身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是不利的，希望深港兩地能夠
盡快在行業標準上實現對接。“總書記講話提到這些行業細
節，證明他對兩地的情況是非常了解，也堅定了我們在內地發
展的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14日上午，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
祝大會在廣東省深圳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
席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共青團廣東省委組織創業青年、青年科
技工作者等與全省各級團幹部一起在線收看
大會直播。他們表示，總書記講話令人備受
鼓舞，作為創業青年對參與大灣區建設充滿
信心。

來自香港的易視智瞳科技（深圳）有
限公司董事王星華表示，習近平總書記的

講話，他在兩方面的感觸最深，一是總書
記多次提到創新的重要性，特別是在當前
國際經濟環境複雜、科技產業鏈面臨巨大
挑戰的局勢下，“堅持創新是第一動
力”，這是科技創業者必須堅定貫徹的信
念。創新才能破局，創新才能生存，創新
才能發展。堅持走自主研發的科技創新路
線，用視覺智能賦能中國“智”造，是易
視智瞳的責任與使命所在。二是粵港澳大
灣區戰略的不斷深入。深圳作為大灣區的
重要引擎，在科技創新領域已積累了多年
優勢。香港作為大灣區的重要組成部分，

要在未來面向世界的科技競爭中發揮更大
作用，必須要深入融入大灣區、抱團共
贏。他希望可以盡一點微薄之力，透過創
業實踐，吸引更多香港有志青年投身到祖
國的建設中來，在更大的舞台上，盡情揮
灑自己的熱情和才華。

深圳市移動機器人公司合夥人王茂林表
示，聆聽總書記的重要講話，他對堅定不移
貫徹新發展理念的提法印象特別深刻。作為
一名在深圳創業的90後青年，他會堅持發展
是第一要務、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
動力的理念，在無人駕駛技術領域精心耕
耘，心無旁鶩地推進更多智能移動機器人的
自主核心技術攻關，為科技強國、創新強國
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

灣區創客：深度融入抱團共贏

馮國佑北上發展二十年 信有更多港青內地興業

■在深圳創立舒糖訊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港人何耀威
（右一）與團隊討論業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 攝

■■1414日日，，習近平講話內容引發居深港人熱議習近平講話內容引發居深港人熱議，，有港人表示有港人表示
聽到總書記講話備受鼓舞聽到總書記講話備受鼓舞，，堅定看好深圳的發展前景堅定看好深圳的發展前景。。圖圖
為在深創辦共享辦公空間為在深創辦共享辦公空間708090708090創客匯的創客匯的9090後港青曾義後港青曾義
與公司團隊成員進行項目討論與公司團隊成員進行項目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 攝攝

■香港專業人士
（北京）協會會
長馮國佑

網上圖片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協會創會主席李培。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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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之際，迎來多項重
大政策利好。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
廳日前印發《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
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
2025年）》（以下簡稱《方案》），在內地
港人看來，這一方案對香港而言同樣是重大
利好，為港企港人提供更多新的發展機遇。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14日在深圳經濟特區
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也令住在內地
的港人備受鼓舞，“總書記談深圳，不忘港
澳，給予我們港澳人士更多鼓勵，相信會有
更多有志青年會到內地投資興業，共享紅
利。”

在內地發展二十多年的港人、香港專業人
士（北京）協會會長馮國佑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最近幾日，他與其他在內地港人都在關注
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相關消息，特別是中
央發布的深圳綜合改革試點方案，“這個《方
案》不只是給深圳的‘特大禮包’，也是給港
人的‘禮包’，讓港企港人看到了更多機會，
為深圳改革開放指明方向，也為有意北上的港
人指明道路。”

馮國佑說，《方案》提出六方面改革，
其中包括完善科技創新環境制度，放寬前沿
技術領域的外資准入限制，這進一步展示出
國家科技發展和國際合作的新格局，使科技
技術有更長遠的發展。“深圳一直是香港和

國外資本進入內地的橋頭
堡，深圳經濟發展與世界
接軌的程度越緊密，市場
發揮的作用越強大，就更
有利於港資進入內地，並
發揮投資作用。”

此外，馮國佑指
出，方案還提出要建立具
有國際競爭力的引才用才
制度，賦予高端人才引進
審批許可靈活機制。在這
方面，香港各行業都有很多高端人才，這些
措施都有助於吸引他們來到深圳，發揮其應
有的作用，更好地促進兩地交流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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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改革開放後黨和人民
一手締造的嶄新城市，是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在一張白紙上的精彩
演繹

─經濟特區不僅要繼續辦下
去，而且要辦得更好、辦得水平
更高

─以一往無前的奮鬥姿態、風
雨無阻的精神狀態，改革不停
頓，開放不止步，在更高起點上
推進改革開放

─當前，世界經濟面臨諸多複
雜挑戰，我們決不能被逆風和回
頭浪所阻，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
邊，堅定不移全面擴大開放

─生活過得好不好，人民群眾
最有發言權。要從人民群眾普遍
關注、反映強烈、反覆出現的問
題出發，拿出更多改革創新舉措

─努力讓人民群眾的獲得感成
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續、安全
感更有保障

─要尊重人民群眾首創精神，
不斷從人民群眾中汲取經濟特區
發展的創新創造活力

─我們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贏
的開放戰略，既從世界汲取發展
動力，也讓中國發展更好惠及世
界

─要建立健全激勵機制，推動
形成能者上、優者獎、庸者下、
劣者汰的正確導向，為改革者負
責、為擔當者擔當

─永葆“闖”的精神、“創”
的勁頭、“幹”的作風，努力續
寫更多“春天的故事”，努力創
造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
跡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總書記精彩論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
出席大會。
深圳前海國際會議中心燈光璀璨、氣氛熱

烈。上午10時30分，大會開始。全體起立，高唱
國歌。在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
他強調，興辦經濟特區，是黨和國家為推進改革
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行的偉大創舉。長
期以來，在黨中央堅強領導和全國大力支持下，
各經濟特區解放思想、改革創新，勇擔使命、砥
礪奮進，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進程中譜
寫了勇立潮頭、開拓進取的壯麗篇章，為全國改
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習近平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向
經濟特區廣大建設者，向所有為經濟特區建設作
出貢獻的同志們，致以誠摯的問候！向各位來
賓，向關心和支持經濟特區建設的國內外各界人
士，表示衷心的感謝！

力推科技創新邊陲小鎮變國際都市
習近平指出，深圳是改革開放後黨和人民一

手締造的嶄新城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一張
白紙上的精彩演繹。40年來，深圳奮力解放和發
展社會生產力，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實現了由一
座落後的邊陲小鎮到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化大
都市的歷史性跨越；堅持解放思想、與時俱進，
率先進行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實現了由經
濟體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性跨越；堅持
實行“引進來”和“走出去”，積極利用國際國
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積極吸引全球投資，實
現了由進出口貿易為主到全方位高水平對外開放
的歷史性跨越；堅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尊
重人民主體地位，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了由
經濟開發到統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發展的歷史性跨
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
高，教育、醫療、住房等實現翻天覆地的變化，
率先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實現了由解
決溫飽到高質量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深圳等
經濟特區的成功實踐充分證明，黨中央關於興辦
經濟特區的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經濟特區不
僅要繼續辦下去，而且要辦得更好、辦得水平更
高。

特區十條寶貴經驗須不斷豐富發展
習近平強調，深圳等經濟特區40年改革開放

實踐積累了十條寶貴經驗，對於新時代經濟特區
建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必須倍加珍惜、長期堅
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

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
大變局，我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關鍵時期，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
發展階段。深圳要建設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
行示範區，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
例，提高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能力和水平，形
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擴大開放新格局，推進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豐富“一國兩制”事業發
展新實踐，率先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一，
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要堅持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這條主線，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
戰略，加大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投入力
度，培育新動能，提升新勢能。要大力發展現
代服務業，提升服務業發展能級和競爭力。要
實施更加開放的人才政策，聚天下英才而用
之。第二，與時俱進全面深化改革。黨中央經
過深入研究，支持深圳實施綜合改革試點，以
清單批量授權方式賦予深圳在重要領域和關鍵
環節改革上更多自主權。深圳經濟特區要扛起
責任，牢牢把握正確方向，努力在重要領域推
出一批重大改革措施。第三，銳意開拓全面擴
大開放。要優化升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
體系，增強暢通國內大循環和聯通國內國際雙
循環的功能，加快推進規則標準等制度型開
放，率先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要
加強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開展多層
次、多領域的務實合作。第四，創新思路推動
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樹立全周
期管理意識，加快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
力現代化，努力走出一條符合超大型城市特點
和規律的治理新路子。第五，真抓實幹踐行以
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拿出更多改革創新
舉措，把就業、教育、醫療、社保、住房、養
老、食品安全、生態環境、社會治安等問題一
個一個解決好，努力讓人民群眾的獲得感成色
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續、安全感更有保障。要
尊重人民群眾首創精神，不斷從人民群眾中汲
取經濟特區發展的創新創造活力。第六，積極
作為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要抓住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重大歷史機遇，推動三地經濟運
行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提升市場一體化水
平。要繼續鼓勵引導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充
分發揮投資興業、雙向開放的重要作用，在經

濟特區發展中作出新貢獻。
習近平強調，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

滿園。我們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
既從世界汲取發展動力，也讓中國發展更好惠及
世界。經濟特區建設40年的實踐離不開世界各國
的共同參與，也為各國創造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分享了發展利益。歡迎世界各國更多地參與中國
經濟特區的改革開放發展，構建共商共建共享共
贏新格局。

習近平指出，經濟特區處於改革開放最前
沿，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和黨的建設有着更高要
求。要深入貫徹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以改革
創新精神在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和黨的建設方面率
先示範。廣大黨員、幹部要堅定理想信念、更新
知識觀念、掌握過硬本領，自覺站在黨和國家大
局上想問題、辦事情。要激發黨員、幹部幹事創
業的熱情和勁頭。要持之以恒正風肅紀，堅定不
移懲治腐敗，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營
造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

物質和精神文明建設交出優異答卷
習近平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物質文明

和精神文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特區要堅
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物質文明建設和
精神文明建設上都要交出優異答卷。要加強理想
信念教育，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
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
核心的時代精神，繼續發揚敢闖敢試、敢為人
先、埋頭苦幹的特區精神，教育引導廣大幹部群
眾特別是青少年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
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深入開
展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不斷提升人民文明
素養和社會文明程度。

會上，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研祥高科技控
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陳志列，中建科工集
團有限公司華南大區總工程師陸建新先後發言。

李希主持大會。丁薛祥、劉鶴、陳希、黃坤
明、王東明、董建華、何厚鏵、梁振英、夏寶
龍、何立峰和苗華出席大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澳門特
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賀一誠，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
部門負責同志，廣東省有關負責同志，深圳、珠
海、汕頭、廈門、海南經濟特區和浦東、濱海、
雄安新區主要負責同志，深圳對口支援、協作幫
扶地區主要負責同志，港澳台人士代表，外賓代
表，深圳各界代表等參加大會。

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40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強調推動經濟特區工作開創新局面強調推動經濟特區工作開創新局面

在更高起點上推進改革開放
習
近
平

習
近
平：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深圳

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14日上午

在廣東省深圳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會

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高舉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偉大旗幟，統籌推進“五位一體”

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

局，從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大局出發，落

實新發展理念，緊扣推動高質量發展、構

建新發展格局，以一往無前的奮鬥姿態、

風雨無阻的精神狀態，改革不停頓，開放

不止步，在更高起點上推進改革開放，推

動經濟特區工作開創新局面，為全面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

鬥目標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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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文超

中國經濟持續復甦，融資需求不

減，支撐9月新增人民幣貸款和新增社

會融資規模雙雙超預期。中國人民銀

行（央行）14日發布的數據顯示，9

月新增人民幣貸款1.9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比上月多增6,200億元；

新增社會融資規模3.48萬億元，環比

小幅下降1,000億元，但同比多9,630

億元。人行調查統計司司長阮健弘表

示，當前全社會流動性合理充裕，貨

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而非

偏快，在支持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背

景下應允許宏觀槓桿率階段性上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力撐復甦 內地信貸全線超預期
新增社融3.48萬億 三季度GDP增長料提速

上月新增信貸和新增社融均大幅高於預期，
此前市場預估，9月新增信貸約1.7萬億

元，新增社融約3萬億元。廣義貨幣M2增速也
高於市場預期，9月末為10.9%增速分別比上月
末和上年同期高0.5個和2.5個百分點。阮健弘在
央行發布會上表示，今年前三季度對實體經濟貸
款接近去年全年水平，信貸和社融保持了合理增
長。

企業中長期貸款增速續加快
從季度數據看，央行數據顯示，前三季度，

人民幣貸款增加16.26萬億元，接近去年全年
16.81萬億元的水平，同比多增2.63萬億元。分部
門看，住戶部門貸款增加6.12萬億元，企（事）
業單位貸款增加10.56萬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
加2.71萬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7.25萬億元。

阮健弘表示，企業中長期貸款增速從3月開
始持續加快，9月末餘額增速14.8%，為2018年
以來最高，貸款結構優化。截至9月末，不含房
地產的服務業中長期貸款餘額增長17.3%，增速
比上年末提高3.6個百分點，也是2018年以來最

高點。企業中長期貸款增多，十分有利於經濟成
長的恢復。在社會融資方面，數據顯示，前三季
度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為29.62萬億元，比上年
同期多9.01萬億元。其中，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
民幣貸款增加16.69萬億元，接近上年全年16.88
萬億元的水平，同比多增2.79萬億元。市場分析
指，9月新增社融小幅下降主要因為政府債券淨融
資和企業債券淨融資下降，企業信貸需求仍在上
升。

阮健弘分析社融數據表示，前三季度金融機
構加大對實體經濟的信貸支持力度；同時，實體
經濟從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獲得的直接融資大幅
增加。前三季度企業債券淨融資4.1萬億元，比上
年同期多1.65萬億元；企業境內股票融資6,099億
元，比上年同期多3,756億元。

此外，金融體系配合財政持續發力，政府的
債券融資力度很大，前三季度政府債券淨融資
6.73萬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多2.74萬億元。

提升宏觀槓桿率撐實體經濟
阮健弘還說，今年受疫情影響，宏觀槓桿率

會出現階段性上升。當前面臨特殊情況，宏觀槓
桿率提升適應宏觀政策，是支持疫情防控和國民
經濟恢復的一個體現，應當允許宏觀槓桿率階段
性上升，擴大對實體經濟的信用支持。目前這一
政策已取得顯著成效，突出體現就是國民經濟穩
步增長。二季度內地GDP增長實現正增長，預計
三季度GDP增速進一步提升，這也為未來更好保
持合理的宏觀槓桿率水平創造了條件。

復甦勝預期 IMF上調GDP至增1.9%
市場普遍預計，四季度貨幣政策不會明顯收

縮。實際上，央行7月以來一直明確表示貨幣政
策要回歸正常，但社融及貨幣投放M2、M1增速
一直保持高位，顯示實體經濟融資需求旺盛，加
之月度高頻數據，如PMI以及機械品銷量等，都
顯示中國經濟恢復比預期要快。

實際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發布的
《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將萎
縮4.4%，但同時上調中國經濟增長0.9個百分點
至1.9%，是今年唯一實現正增長的全球主要經濟
體。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上海
報道） 東風集團回歸A股迎來重要進
展。深圳證券交易所表示，已受理東風
集團股份公司創業板首次公開發行
（IPO）的申請，預計融資規模顯示為
210.33億元(人民幣，下同)該規模將刷新
創業板註冊制的最高募資紀錄。

融資或逾210億 刷新創業板紀錄
東風集團股份早前公告稱，計劃在

深交所創業板發行A股股票，募集資金
將用於全新品牌高端新能源乘用車項
目、新一代汽車和前瞻技術開發等項
目。倘若東風集團登陸A股，將成為繼
比亞迪、廣汽集團和長城汽車後，第四
家A+H股的整車製造企業。

至於滬深A股大市，受地產股下跌
及獲利了結影響而收低。滬綜指報3,340
點，跌18點或0.56%；深成指報13,691
點，跌 107 點或 0.78%；創業板指報
2,764點，跌20點或0.74%。兩市共成交
8,276億元。地產股表現落後，因政府實
施新的債務比率限制，令地產業者面臨
更大壓力，滬深 300 地產指數收跌
1.21%；農產股近期大漲過後面臨獲利
了結，也給大盤造成打擊，農業類股下
跌1.4%。

14日舉行的2020年北京國際風能大
會上，400餘家風能企業聯合發布了
《風能北京宣言》，倡議在“十四五”
規劃中，須為風電設定與碳中和國家戰
略相適應的發展空間，保證年均新增裝
機5,000萬千瓦以上，2025年後中國風
電年均新增裝機容量應不低於6,000萬千
瓦，到2030年至少達到8億千瓦，到
2060年至少達到30億千瓦。

東
風
申
上
創
板

車
企
股
或
再
添
白
馬

■ 深交所表示已受理東風集團股份公司
創業板首次公開發行的申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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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上月社融增量勝預期

上月中國新增貸1.9萬億元

■中國前三季度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為29.62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其中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增加16.69萬
億元，接近上年全年16.88萬億元的水平，同比多增2.79萬
億元。圖為一汽大眾長春總裝車間。 新華社

2020年10月15日（星期四）2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香港

文匯報記者黃仰鵬、毛麗娟報道，14

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來到深圳蓮

花山公園，向鄧小平同志銅像敬獻花

籃，表達對鄧小平同志的崇高敬意和

深切緬懷。這也是習近平自十八大以

來，第二次登上蓮花山，再次向世界

宣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擴大開放的

信心和決心，並在蓮花山頂俯視深圳

中心城區，期望深圳人未來更好地建

設這座城市。

十八大後第二次登蓮花山 譜寫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新篇章
習近平向鄧小平銅像敬獻花籃

��$

14日下午，深圳蓮花山刷爆了深圳人的
朋友圈。在深圳幾乎人人皆知的蓮

花山是深圳的重要標誌之一，也是中國改革開
放精神的重要象徵。

習近平14日來到深圳蓮花山公園，向鄧小
平同志銅像敬獻花籃，表達對鄧小平同志的崇
高敬意和深切緬懷。

沿途探出車窗 揮手致意市民
在乘車離開蓮花山時，看到沿途很多市民

熱情的呼喊“習主席好”，習近平從窗戶探出
身子，微笑着向他們揮手致意。不少市民激動
地說，今天終於“追星成功”。也有市民興奮
地表示，聽到習主席說“祝福你們”。

在蓮花山之巔，矗立着鄧小平同志的銅
像，基座高3.68米，銅像高6米、重6噸。這座
銅像自2000年11月深圳經濟特區成立20周年
之際落成以來，俯瞰着深圳的發展與巨變。

在鄧小平銅像北側的石牆上，鐫刻着兩句

話——“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
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我是中國人民的
兒子，我深情地愛着我的祖國和人民。”

銅像落成至今已多次迎來黨和國家領導人
參觀並敬獻花籃。

曾植下高山榕 今成山上一景
2012年12月8日，十八大閉幕後第一次離京

到地方考察的習近平，就來到改革開放的窗
口——深圳。那一次，習近平專門登上蓮花山，
向鄧小平銅像敬獻花籃，並在山頂廣場種植了一
棵高山榕。當時，除了幾位時任廣東官員陪同之
外，四位曾經陪同鄧小平南巡的老同志，也一起
登上了蓮花山。

習近平對他們說：“我們來瞻仰鄧小平銅
像，就是要表明我們將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

奮力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新進展、實
現新突破、邁上新台階。”

如今，習近平親手種植的高山榕已經葉茂枝
繁，成為蓮花山上新的景觀。

此次，恰逢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習
近平再次來到深圳。這也是繼2012年和2018年
後，他第三次到深圳視察。

14日上午，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
大會在深圳市隆重舉行。習近平發表的重要講
話中，總結了經濟特區建設經驗，並提出要在
更高起點上推進改革開放，引起海內外高度關
注。

據了解，習近平等還參觀了“從先行先試
到先行示範——慶祝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
展覽”，親切會見了參加慶祝大會的部分代
表，並同大家合影留念。

“總書記在潮州考察時提到
潮劇，讓我感覺太突然，太幸福
了！”86歲的著名潮劇表演藝術
家姚璇秋13日在廣州珠江邊的住
所接受採訪時，依然抑制不住內

心的喜悅，“總書記這麼關心地方戲劇，關心500
多年歷史的潮劇，這是我們潮汕文化的光榮，是對
潮劇界的鼓舞！”

正在廣東考察的習近平總書記12日下午來到
潮州古城，看商舖、問物價，同當地民眾親切交
流，了解歷史文化街區保護和復商復市等情況。他
強調，潮州是一座有着悠久歷史的文化名城，潮汕
文化是嶺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文化的重
要支脈。潮、潮雕、潮塑、潮劇以及功夫茶、潮
州菜等都是中華文化的瑰寶，彌足珍貴，實屬難
得。我們愛這個城市，就要呵護好她、建設好她。

“我們要繼續做好傳承工作”
當天下午，便有親友給在廣州的姚璇秋打電話

告知喜訊，後來親友給她手機發來網絡上的現場視
頻，她才詳細知道潮劇被總書記在民眾面前“點
讚”了！從12日晚上6時到晚上9時多，親友、學
生、戲劇界朋友的電話一直響個不停。沉浸在幸福
中的姚璇秋總不忘叮囑潮劇界的同仁們，“這是總
書記對我們潮劇的關心和愛護，我們要繼續做好潮
劇的傳承工作。”

在潮劇界，姚璇秋是名副其實的潮劇符號、
當代潮劇表演界的扛鼎人物。1952年，姚璇秋被
前輩挖掘正式從藝。她主演的《掃窗會》《蘇六
娘》《荔鏡記》《續荔鏡記》《江姐》《春草闖
堂》等劇目都成為潮劇經典。

1957年，姚璇秋隨團來到首都北京。這是潮
劇長達五百年的歷史中第一次站上首都的舞台，由
於表演出色，觀眾讚譽如潮，潮劇被推薦到中南海
的懷仁堂演出，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均出
席觀看。那天晚上演出結束後，姚璇秋和演員們一
晚上都激動得睡不着覺。

13日連續數小時的親友電話，又讓姚璇秋激動
了整晚。她說：“國家領導人都這麼重視潮劇，重視
地方戲劇，這是戲劇界的光榮。”

1959 年、1961 年，潮劇《蘇六娘》《荔鏡
記》（即《陳三五娘》）被拍攝成影片。在影片
裏，姚璇秋成功塑造了蘇六娘和黃五娘兩個古代少
女的形象。

這兩部藝術電影成了姚璇秋的經典之作。
“當時要把《荔鏡記》拍成電影，各方面都非常重
視，香港大鵬影片公司攝製出品，用的拷貝是從好
萊塢買來的。”姚璇秋回憶，電影播出後，潮劇的
受眾就更多了。 ■中新社

總
書
記
點
讚
潮
劇

名
家
姚
璇
秋
深
受
鼓
舞

■10月14日下午，習近平來到蓮花山公園，向鄧小平同志銅像敬獻花籃。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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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公費流感疫苗
過去民眾可跨縣市接種，今年
受新冠肺炎影響，各地紛紛出
現 「搶打」現象，但基隆市竟
傳出有某診所拒絕替一位在北
市報戶口的幼童，接種公費流
感疫苗，此例一出，引起網友
爭相披露各地情況，更有 「北
北基採限量、限地潛規則」之
說。對此，基隆市衛生局疾病
管制科長郭香蘭於15日指出，
該診所處理過程不妥，造成不
便，衛生局會進一步檢討改進
。

據了解，有一名居住在基
隆、戶籍也在基隆的幼童，在
15日被奶奶帶到市區某診所，

想要接種公費流感疫苗，但因
幼童出生後，曾在台北市報戶
口，且身分證字號為 「A開頭
」，非基隆市的 「C開頭」，
因此診所在看過健保卡後，便
拒絕掛號看診，更離譜的要求
家長帶到台北打疫苗，因此遭
到抨擊。

對此，針對診所遭到民眾
質疑，郭香蘭表示，衛生局絕
對不會拒絕外縣市的民眾來基
隆施打，另外，局方也將盡快
輔導全區診所，加強對民眾的
說明，避免衝突再次發生。

她說，衛生局目前採購約
9 萬 9 千餘劑的公費流感疫苗
，與去年差不多，但今年受到

心冠疫情影響，部分民眾的危
機意識大幅提升，全體接種率
比去年明顯提高不少，而公費
流感疫苗自5日起，更已接種
了4萬634劑。

郭香蘭表示，若按往年施
打人數施打，基隆採購的數量
應該足夠，但今天疫情擴散，
周邊縣市採限量措施來管制疫
苗數量，但隨著大批外縣市民
眾到基隆打疫苗，市府採購的
疫苗數以人口比例計算，當然
須以市民優先使用，才能保持
社區基本防護力，因此市府自
13日起，全基隆改採限量和市
民優先措施。

扯！烏龍診所被爆拒絕外縣市幼童接種疫苗

基隆衛生局：檢討改進

Foodpanda不平等條約曝光！
迫外送員簽承攬約 「沒保險、違約賠20萬」

（中央社）有多名Foodpanda外送員近日投
訴，指Foodpanda近日要求在今年2月以前加入
的外送員簽署契約，契約內容強調和外送員是
承攬關係，並要求外送員不能主張任何僱傭權
利或是以 「勞工」身份提出請求，違者要賠20
萬元違約金。外送員痛批，若不簽署帳號恐被
停權， 「這不就是變相欺負人嗎？」但業者回
應，與外送員合約一直都是同一份，這次只是
將部分以紙本形式簽約的外送員改為數位簽約
，只要符合承攬合約要求，不會有任何處罰措
施，在台灣也從未訴諸相關條文。

勞動部目前沒有統計外送員人數，但去年
10月美食外送平台爆發外送員死亡職災與勞僱
關係契約爭議時，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曾依
業者自行回報資料加總，全台約有4萬5000名
外送員，其中 Foodpanda 就有 2 萬多人，Uber
Eats則有1萬6千多人。

●熊貓更新承攬契約 外送員不簽就停權
在台中的外送員 「RH」向投訴，Foodpan-

da 14日更新承攬契約，沒有保險福利也就算了
，還要外送員不能提起任何異議，若向政府抗

爭還要賠償20萬元，這樣合理嗎？
依外送員提供契約內容，該契約名稱為

「勞務承攬合約」，其中第三點 「關係」章節
提到， 「本合約內容均不使承攬人（外送員）
成為定作人（Foodpanda）的員工、勞工」，又
指 「承攬人同意不對定作人提供服務有關之僱
傭相關請求或基於勞工身份的請求。」

勞動部官員表示，是否是僱傭關係並不以
契約的 「名稱」為限，如雙方雖簽訂 「承攬契
約」，但只要平台業者對外送員符合法令上規
範經濟、人格或組織從屬性，例如若外送員
「不能拒絕指派的工作」、 「不能自行決定工

作報酬」、 「需要和他人分工才能完成工作」
等。若從屬性達到一定程度，雙方還是僱傭關
係。

●實質僱傭但簽承攬約定 勞動部：經法
院認定無效不能求償

官員說，若外送員實際上和 Foodpanda是僱
傭關係， Foodpanda在契約中做上述承攬的約定
就與《勞基法》相抵觸，法院會認定無效，
Foodpanda也無法以此向外送員求償。

律師廖芳萱說，若外送員實際上和 Food-
panda是承攬關係，屆時若發生爭議，外送員也
可引用《民法》第247條，主張Foodpanda的定
型化契約顯失公平，要求法院減輕甚至免除違
約金。但廖說， 從 Foodpanda 近年調整方針來
看，其與外送員確實越來越偏向承攬關係，建
議外送員簽署前還是要三思。

Foodpanda回應，與外送員的合約一直都是
同一份，並非突然更新 ；是因為部分過去以紙
本形式議約的外送員，將在這次一併轉入數位
化平台，才會改用數位形式。另針對外送員有
疑慮的條文，已個別說明，只要符合承攬合約
要求，不會有任何處罰措施，Foodpanda也從未
在台灣訴諸相關條文。

至於外送員投訴契約規範違約金，卻沒有
寫明提供外送員哪些保險，Foodpanda表示，契
約確實沒有規範保險內容，但外送員都有簽署
個資使用同意書，Foodpanda會依照政府規範，
提供所有外送員相關人身保險，有疑問的外送
員都可在網站上查詢保險相關資訊。

●兼職外送員：不想帳號被關 加減補貼

收入還是簽
勞動部官員說，若外送員屆時發生爭議，

若要向平台業者提起確認僱用關係訴訟，也可
向勞動部申請訴訟扶助，外送員也可參考勞動
部訂定的 「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來判
斷自己是否是僱傭或承攬關係。

外送員林先生說，這份合約等於要求外送
員不能跟他們討價還價、不能抗爭；信上還說
，如果12月20日之前沒有簽署這份合約，帳號
就會被關閉， 「這內容真的很不OK！」但他評
估這對把外送當正職的人影響比較大，他只是
兼職，影響不大，所以有簽下合約。

另一位外送員蘇先生說，Foodpanda近年一
直更改遊戲規則，過去他平日跑2小時、假日跑
全天，大概一周跑20個小時，一個禮拜還可以
賺個4千、5千元；現在一個禮拜跑30小時，只
能進帳2千到3千元， 「真的差很多！」但他也
只是兼職， 「加減貼補」，所以覺得影響不大
，也已經簽了這份合約。

金山小編單月加班逾100小時！
比對區長出差、谷歌軌跡 勞保局認定過勞死

（中央社）新北市金山區公所臉書小編陳
嘉緯日前猝死引發討論，勞保局透過其打卡紀
錄、區長出差行程紀錄、Google Map紀錄等，
發現陳發病前單月工時超過276小時，比正常工
時超過100小時以上；前2到6個月每月也都超
過80小時，認定確實是過勞死，近期已發給遺
屬年金、職災補償金與喪葬津貼。

但因陳嘉緯屬於約僱人員，並不適用《勞
基法》，因此無法追究僱主職災補償責任。但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說，金山區公所仍屬於
《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範圍，依法對於長時
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需有預防措
施，若沒有預防措施又有勞工發生職業病，可
處3萬到30萬元罰鍰，將請發文新北市勞工局
前往了解。

勞保局職業災害給付組死亡給付科科長紀
淑吟說，陳嘉緯家屬上月19日向勞保局提出職
災死亡給付申請，因陳的出勤紀錄有些因出差

並未完整打卡，因此勞保局進一步透過金山區
公所區長行程紀錄、出差紀錄、家屬提供陳嘉
緯的Google Map軌跡，認定陳在發病前單月工
時比正常工時超過100小時，前2到6個月每月
也超過80小時，符合過勞認定標準。

紀淑吟說，因陳嘉緯在2009年勞保年金實
施後才開始投保勞保，因此可依陳嘉緯最高60
個月平均投保薪資乘上勞保年資再乘以1.55%，
每月發給遺屬 「遺屬年金」，另外再發給10個

月職災補償金與5個月喪葬津貼。
依勞動部訂定的 「職業促發腦心血管疾病

認定參考指引」，若勞工發病前1個月單月加班
時數超過100小時、發病前2至6個月內任一個
月平均加班時數超過80個小時，都會被認定和
工作有極強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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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被指不實用
特斯拉回應再降價

特斯拉國產Model 3再降價，部分

老車主再也坐不住了。10月6日，特斯

拉對外事務副總裁陶琳對質疑回應稱，

“我們的初心確實是希望讓消費者能擁

有性價比更好的產品而不是自己利潤最

大化。”

10 月 1 日國慶節當天，特斯拉中

國官網宣布，中國制造 Model 3 標準

續航升級版補貼後售價為 24.99 萬元

，中國制造 Model 3 長續航後輪驅動

版補貼後售價為 30.99 萬元。 Perfor-

mance 高性能版售價保持 41.98 萬元不

變。消息壹出“特斯拉降價”的話題

壹度沖上熱搜榜。然而，此舉讓部分

老車主紮了心，不少人再壹次成了

“韭菜車主”。

Model 3降至24.99萬元起
據 了 解 ， 這 已 經 是 Model 3 自

2019 年發售以來第七次調整價格。而

國產標準續航版Model 3 也在經歷了 4

次調價後，由最初的 35.58 萬元下降

至當前 24.99 萬元，壹年的時間降價

10多萬元。

最先上市的標準續航版 Model 3

為進口版，其當時定價為 36.39 萬元

。隨後國產版車型在 2019 年 10 月開

啟 預 訂 ， 補 貼 前 的 預 訂 價 格 降 為

35.58萬元。

2019年12月，在國產Model 3首次

交付之際，特斯拉宣布Model 3將補貼

前售價降至32.38萬元，享受補貼後售價

為29.905萬元，此次降價後Model 3首次

將價格壓低至30萬元以內。

今年 4 月下旬，《關於完善新能

源汽車推廣應用財政補貼政策的通

知》發布，通知要求新能源乘用車

補貼前售價須在 30 萬元以下（含 30

萬元）。5 月初，特斯拉響應政策號

召，國產版 Model 3 將補貼前的售價

降至 29.18 萬元，享受補貼後的售價

為 27.155 萬元。

10月1日，國產Model 3標準續航裏

程版由補貼前售價29.18萬元下調至補貼

前26.97萬元（補貼後24.99萬元），補

貼後的價差為2.165萬元。

6天內多次回應降價
面對質疑，特斯拉對外事務副總

裁陶琳多次回應降價壹事。在發布

調價消息當天，陶琳首先回應稱，

特斯拉的願景是加速世界向可持續

能源轉變，特斯拉致力於讓更多人

享受高性能全智能零排放電動車。

特斯拉的直營模式使價格體系變得

公開透明，消費者會第壹時間獲知

任何價格變化信息。隨後，陶琳給

出了解決方案，針對本次調價，符

合 7 天信心保障計劃內的車主贈送 3

年免費超充使用權益。

10月2日，陶琳對只給7天以內購車

的客戶補償回應稱，在線銷售的退換貨

時效基本都是7天，這是壹個行業內共

識的合理期限。

10月3日，陶琳再次對不提前提示

降價解釋稱，除了極少數參與價格測算

的員工，全體同事幾乎是和消費者同時

得知價格調整的信息，因此確實不會存

在工作人員故意隱瞞和誤導消費者的情

況。陶琳表示，“我們的出發點是希望

讓更多人可以享受科技發展的紅利，促

進行業快速發展，加速世界向可持續能

源的轉變。”

10 月 6 日，陶琳對質疑回應稱，

“我們的初心確實是希望讓消費者能擁

有性價比更好的產品而不是自己利潤最

大化。”

部分老車主認為解決方案不實用
對於特斯拉10月1日的回應，部分

老車主指出，特斯拉給出的兩個解決方

案並不實用。如果選擇3年免費超充使

用權益，假設平均每年跑1.5萬公裏，三

年也就只能節省幾千塊錢，和2萬的差

價相比出入太大。而如果選擇全額退車

，則當初的訂金不會退，並且還需要出

1500元過戶費，再加上特斯拉購車協議

裏標明，12個月不能買同款車，也就意

味著消費者退車後並不能再直接買降價

版Model 3。

全國有6540萬套空置房？專家：住房空置率並無官方數據
近日，壹則“全國有 6540 萬套空置房”的

消息在社交平臺上傳播，引起廣泛討論。該消

息稱國家電網公司在 660 個城市的調查顯示，

有高達6540萬套住宅的電表連續6個月讀數為零，按

每套房三口計算，可供近2億人居住。

事實究竟如何？空置房是個什麼概念？記者

調查發現，上述網絡熱議的消息實則是壹則2010

年的舊聞，較早發布於壹位財經評論員的博客，

而消息的內容則已被相關單位辟謠澄清。

全國有6540萬套空置房？
媒體已辟謠
記者調查發現，上述“6540萬套空置房”的消

息所涉及的關鍵數據較早發布在壹位財經評論員的

博客上，發布時間可追溯到2010年3月14日。目前

，該財經評論員的博客賬戶處在關閉狀態。

消息中提到的從全國各地供電公司調查的

數據也被傳為由國家電網發布。據第壹財經日

報當時報道，國家電網相關人士明確表示，從

來沒有發布過這樣的數據，也沒有對這樣的數

據進行過統計。

我國住房空置率處於什麼水平？
目前並無官方數據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劉琳在接受人

民網記者采訪表示，“目前我國並沒有全面反

映房屋空置率的數據統計，國家統計局目前公

布的是新房未售出數據，這其實是企業庫存的

概念，和國際通行的空置率是不同的。”

按照國際上通行的定義，空置率是指某壹

時刻空置房屋面積占房屋總面積的比率。壹般

來說，商品房空置率在 5%-10%之間為合理區，

空置率在10%-20%之間為空置危險區，空置率在

20%以上為商品房嚴重積壓區。

劉琳認為，房屋空置率是反映存量房和分

析房地產市場的壹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如果要

統計準確的房屋空置率數據，有待於全國住房

普查或含有相應住房信息的人口普查。

值得註意的是，2020 年，我國開始了第七

次全國人口普查 ，目前北京市部分居民已經收

到了社區居民委員會的通知。

市場擔心房地產過熱？
“房住不炒”下樓市趨向平穩
通常情況下，房地產市場過熱會使得房屋

空置率較高。而網絡對這則舊聞的熱議事實上

在壹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場對房地產泡沫的擔憂

。但多位專家向人民網表示，在當前“房住不

炒”的調控基調下，“求穩”是主旋律，房地

產行業也在向著平穩健康發展。

梳理近年來房地產政策，“房住不炒”已

成為行業對政策基調的共識。據統計，僅今年8

月單月全國各地出臺各類房地產調控政策累計

達 32次，1-8 月合計次數高達 368次。而 2019 年

1-8月份，該數據亦達367次。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認

為，壹些市場機構發布的住房空置率數據存

在壹定程度的誇大，但空置房的存在也確實

造成了資源浪費。對於住房空置率偏高的城

市後續需要積極消化庫存，可通過大力發展

租賃市場、適當抑制土地供給等手段消化空

置住房。他指出，隨著調控政策的精準實施

，房地產“紅利時代”大勢已去，我國樓市

正逐步邁向健康平穩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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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州议会的共和党实在太令我们失望了。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代表我们了。

德州州议会的共和党： 

曾经支持一项增加德州家庭医疗
费用的计划，并取消有即存在疾
病/状况者的保障，既有状况包
括癌症、糖尿病、心脏病或怀孕
等。1

削减对德州的学校数十亿美元的
资金补助。2

即使美国最近四起最致命的枪击
事件都发生在德州，他们还是削
弱了对枪支管理的法律。3

我们应该要有更好的代
表。投票反对共和党进入
德州州议会。
提前投票日期： 
即日起至10月30日  

选举日： 

11月3日，星期二

资料来源

1.  Texas GOP Platform, 2018
2.  KXAN, 10/8/17; Texas Tribune, 4/27/17
3.  NBC News, 8/6/19; Mother Jones, Mass Shooting Database, accessed 10/7/20

德州的共和党不保障
我们的权益。

此聲明，是由EVERY TOWN FOR GUN SAFETY VICTORY FUND, GUNSENSEVOTER.ORG提供。
並未经任何候选人或候选人委员会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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