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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洛伊德案被告料上訴 專家：翻案機會渺茫
（路透社
路透社）
）

（中央社）美國非裔男子佛洛伊德遭強壓後頸
致死案，前警察蕭文今天定罪後很可能尋求上訴，
主張陪審團是受到媒體報導與民事和解案的影響而
具偏見。然而法律專家說，翻案成功機會渺茫。
非裔男子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去年 5 月
25 日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
涉嫌使用假鈔遭警方攔下上銬，其中白人警察蕭文
（Derek Chauvin）用膝蓋強壓他頸部約 9 分鐘，
期間佛洛伊德多次說他無法呼吸，蕭文仍不放鬆力
道，佛洛伊德最終喪命。整個過程遭民眾用手機拍
攝傳上網，引發譁然。
陪審團今天裁決蕭文二級非蓄意謀殺罪、三級
謀殺罪，以及二級過失殺人罪，3 項罪名全部成立
。
蕭文若要提上訴，律師群必須在 60 天內通知
法庭。律師接著有數月時間可查閱案發以來所有證
言筆錄和法院文件，用以準備相關論點。

佛洛伊德案 3 月 29 日開庭，而兩個星期之前
，明尼阿波利斯市政府同意以 2700 萬美元與佛洛
伊德家屬達成民事和解。
當時此案的刑事訴訟正在進行陪審員遴選，被
告蕭文的律師尼爾森（Eric Nelson）認為，民事和
解有 「嚴重影響陪審團人選的傾向」 。
尼爾森因此提出延後刑事審理的請求，但於 3
月 19 日遭法官卡希爾（Peter Cahill）駁回。尼爾
森很可能於上訴時提及法官的這項決定。
被告律師群也可能以法官堅持於明尼阿波利斯
審理此案，作為翻案的理由。他們主張，在明尼阿
波利斯不可能找到公正的陪審員。
然而，司法專家認為，以審判地點為基礎來挑
戰判決的先例不多，且明尼蘇達州本來就很少變更
審判地點。他們說，要成功翻案，被告律師必須證
明法官 「濫用裁量權」 ，或犯下 「明顯不合理」 或
「與證據相左」 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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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國渴望疫苗救命
在南美唯一和台灣有邦交的
巴拉圭，目前正在遭受新冠疫情
之侵襲，该國可能因為爭取中國
大陸疫苗支援，而和台灣斷交，
巴拉圭外長阿塞韋多已經明確表
示北京有興趣和巴拉圭建交，
國務卿布林肯曾經致電巴拉
圭當局繼續和包括台灣在內的民
主和全球夥伴合作戰勝全球性的
大疫情。
反對黨人士說， 當我們的人
民正在死去時，我們還在忠實於
對我們施加規則的人。
巴拉圭和台灣有着非常深厚
的雙邊关係，曾經為该國建造數
千套贫民公寓及國會大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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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蔣介石大道及其銅像仍然
聳立在该國首都。
新冠疫情肆虐以來，也改變
了諸多國家的政经版圖，包括美
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為了應對國內
險惡的疫情，已經自顧不暇，還
能給那些窮小國家伸出援手嗎？
巴拉圭在其醫療保健系統不
堪重負之時，可能會考慮抛棄無
法得到疫苗幫助的台灣，轉而求
助於中國大陸。
包括巴拿馬、多明尼加及薩
尓瓦多三國相繼和中國建交，做
為美國後院的國家，令華盛頓措
手不及而且十分惱火，外交是手
段 ，但是實質條件才能是目的。

Vaccine Diplomacy Between
The Nations
Paraguay is a nation that ha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and is the only country in
South America that is facing a serious COVID-19 pandemic crisis tha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desperate.
In recent years, Taiwan has upgraded Paraguay’s health system and built thousands of
homes for the poor, including the building for
its Congress.
When this pandemic began to soar, Paraguayan politicians had to come to consider
giving up some of its old allies in order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It is also very sad that the poor 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are still waiting for help in
such a difficult time.

It is true that the pandemic is really
changing the globe, not just economically, but also politically.
Minister Acevedo said recently that Beijing had made it clear that it is interested in formal ties with Paraguay.
He has sought to pressure Taiwan and
the United Sates to get vaccine to Paraguay quickly. The Taiwan government
has accused China of using “vaccine
diplomacy” to pressure Paraguay to
sever ties with Taipei. U.S. Secretary of
State Blinken urged the Paraguay government to continue to work with democratic and global partners including Taiwan.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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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罪!罪!罪!最不可赦-3項謀殺罪成立弗洛伊德可安息矣
世所矚目的明尼蘇達州非裔男子喬治• 弗
洛伊德遭白人警察蕭文壓頸霸凌致死案經過冗
長審判後, 12 人陪審團員裁定蕭文被指控的二
級謀殺、三級謀殺和二級過失殺人共三項罪名
都成立, 使人權公道與司法正義獲得伸張,當法
官宣判完那一刻, 全世界似乎都鬆了一口氣, 也
讓死不瞑目的弗洛伊德安息矣。
弗洛伊德案發生於去年 5 月 25 日國殤日當
天，他因使用假鈔遭到警方逮捕, 竟遭警察蕭
文在街頭以膝蓋壓頸長達 9 分 29 秒導致死亡,
當弗洛伊德奄奄一息之際, 曾苦苦哀嚎:”求你
了，求你了，我不能呼吸, 我不能呼吸……”,
但蕭文不為所動, 最終讓弗洛伊德在呼喚著”
媽媽媽媽媽……”聲中離開了世界。
當這幕慘無人道的景象被現場民眾拍攝到
並曝光後,舉世嘩然,尤其是弗洛伊德那句臨終
遺言 I can’t breathe，聽了讓人心酸也心碎,
於是在雙城市與全美各地引發了長時間反對警
察暴力與種族歧視的示威抗議活動以及”黑人
的命也是命”(BLM) 的訴求，非法之徒伺機進

韓慰安婦告日本政府 首爾法院駁回
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審理韓籍慰安婦
等 20 人控告日本政府訴訟案，判決駁回原告的
請求，並承認國際法上的 「主權免除」 原則，認
為國家的行為、財產不能在他國法院審判。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韓國前慰安婦
等 20 人控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支付總額
30 億韓元（約新台幣 8187 萬元）賠償金。首爾
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審理此案，予以駁回。
首爾中央地方法院今天表示，哪個案件適用
於國際法上的 「主權免除」 ，原則是由行政機關
做決定，不適合由法院做決定。2015 年日韓兩
國也獲得共識，由政府做出對前慰安婦的救濟措
施。這樁訴訟案的原告、前慰安婦李容洙說：
「不管法院判決結果如何，我要向國際法院提告
。」
今天這項判決與今年 1 月 8 日韓國法院審理
另一樁 12 名韓籍慰安婦控告日本政府的訴訟案

判決結果相反。韓國法院 1 月 8 日判決日本政府
敗訴，應賠償 12 名韓籍前慰安婦受害者每人 1
億韓元。韓國法院不承認日本政府適用國際法上
的 「主權免除」 原則。
日本政府發言人、內閣官房長官加藤勝信今
天上午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今天首爾地方法院
所做出的判決不同於今年 1 月 8 日韓國法院所做
的判決，有必要仔細研讀判決的內容，目前日本
政府暫時不便評論。」
被媒體問到 「是否韓國方面態度有轉變」 的
問題時，加藤表示，有關此事，日本政府的立場
基本上沒有任何改變，將持續強烈要求韓國要採
取適當的措施，修正違反國際法的作法。
今年 1 月 8 日，加藤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國際法上有 「主權免除」 原則，日本政府不可能
服從韓國的裁判權，已多次表達韓國應不予受理
這起訴訟的立場。

行打、砸、搶的暴力行動, 使社會付出沉重的
代價,誰敢說蕭文不是罪魁禍首呢!
白人警員對待黑人普遍缺乏人性，導因於
黑人的地位不被重視, 縱使黑人已經做到美國
總統，但歧見依然難改, 如何根絕成見並不是
犧牲一個佛洛伊德，或是十個佛洛伊德可以改
善的, 多少年來黑人一直遭受來自白人警員過
度暴力且以死亡告終,在手機攝像機普及前，這
些死亡都是悄然發生而不被記錄的,員警往往稱
自己當時別無選擇，陪審團也幾乎從不懲罰他
們,現在當實景被記錄下來並展示在千萬人面前
, 陪審團員除非是來自外太空, 否 則還能姑息警
察的暴力嗎!
佛洛伊德案的判決是美國人權歷史性的勝
利, 陪審團的判決不啻給員警當頭棒喝,告訴他
們, 這裡不是第三世界的國家，所有的男人和
女人都是平等的，造物主賦予他們的權利，包
括最基本的生命的權利都是不可剝奪的, 今後
他們不能再對非裔與弱勢者為所欲為了!

維多利亞省簽 「一帶一路」 遭澳洲政府撤銷
澳洲媒體 「7News」 21 日報導，由於擔心維多利亞省（Victoria）行為 「與政府外交政策不
一致」 ，澳洲政府已撤銷該省與中國大陸簽署的 「一帶一路」 協議。預料將進一步加劇兩國的緊
張關係。
根據報導，澳洲外交部長潘恩（Marise Payne）發表聲明，宣布撤銷 4 項該國各省自行對外
簽署的協議，其中 2 項便是維多利亞省與中國大陸簽署的 「一帶一路」 協議，另 2 項也出自維多
利亞省之手，因為這些協議 「與政府外交政策不一致」 或 「對澳洲外交關係有負面影響」 。
維多利亞省與中國大陸先於 2018 年簽署諒解備忘錄，2019 年再簽署更詳細的 「一帶一路」
框架協議，包括提供中國大陸廠商更多參與維多利亞省基礎建設的機會，以及促進維多利亞省企
業進軍中國大陸市場等。《雪梨晨驅報》（Sydney Morning Herald）指出，該省 2018 年曾向澳
洲外交暨貿易部（DFAT）諮詢協議內容，2019 年卻拒絕向政府提供協議草案文本。
維多利亞省長安德魯斯（Daniel Andrews）先前曾呼籲保留這 2 項協議，稱其對該省工作與
投資十分重要，並警告這將讓澳洲與中
國大陸的經濟關係更加緊張。
潘恩指出，自澳洲政府去年 12 月
10 日依據《外交關係法案》（Foreign
Relations Bill） ， 啟 動 外 國 整 理 方 案
（Foreign Arrangements Scheme），
有權取消各省自行對外簽署的協議以來
，各省政府已自行完成上千項協議的內
部審查，並將其提交給澳洲外交部暨貿
易部，代表各地方政府和大學 「在澳洲
國際利益中扮演重要角色」 ，並說她認
為大部分的協議都將安全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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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擬 5 月底前接種 400 萬劑疫苗

將取消更多旅客隔離規定

綜合報導 在新冠疫情大幅反彈之際，加拿大政府宣布出臺新
措施，以吸引約 9 萬人獲得永久居民身份。
加聯邦移民、難民和公民事務部將從 5 月 6 日起接受來自三類群體
的移民申請，包括 2 萬個醫療行業臨時工、3 萬個其他特定必需行業臨時
工，以及 4 萬個加拿大院校畢業的國際留學生。此政策持續半年，或用
完 9 萬個名額為止。
新措施將面向醫療保健行業的40個工種，以及諸如食品生產與分配等其
他領域的95個工種。申請者必須擁有在加拿大醫療保健行業或其他必需行業至
少一年的工作經驗，留學生則必須在過去4年內已完成加拿大的高等教育課程
。申請者須掌握英語或法語，且身在加拿大並處於可合法工作的狀態。
加移民、難民和公民事務部部長門蒂奇諾表示，這一新措施聚焦於
受雇醫院、長期護理機構等醫衛前線的臨時工人，以及將推動未來經濟
發展的國際留學生。
同時，加官方也面向法語或英法雙語申請者繼續擴大移民渠道。
按照加拿大政府去年設立的目標，2021 年該國將吸引 40.1 萬名新的
永久居民，此後兩年各遞增 1 萬人。
今年 2 月中旬，加移民部門曾將經驗類移民的綜合評分門檻由一般
情況的約 450 分大幅降至歷史最低的 75 分，使得逾 2.7 萬人入圍。
加拿大正面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官方數據顯示，在 1971 年，該國
老年人與工作年齡人口之比為 1:6.6；半世紀後的今天，這一比例為 1:3
。預計 2035 年，該比例將變為 1:2。

歐盟擬再訂 18 億劑輝瑞疫苗
強生等疫苗或被拒之門外
綜合報導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證實，歐盟正在與輝瑞公司協
商，計劃未來兩年再訂購 18 億劑輝瑞疫苗，並稱贊輝瑞疫苗安全可靠。
據報道，馮德萊恩表示，歐盟委員會已經與輝瑞公司達成協議，以
加快輝瑞新冠疫苗供應。在 2021 年第二季度，輝瑞將再向歐盟提供 5000
萬劑疫苗，這些疫苗將根據各國人口比例進行公平分配。
馮德萊恩指出，輝瑞疫苗已經證明了其價值和技術，因此正在與輝瑞公司
協商簽訂2022年至2023兩年訂購18億劑疫苗的新合同。另據透露，新合同的
疫苗價格已從目前合同價格上漲了60%，從每劑12歐元上升至19.5歐元。
意大利總理德拉吉表示，歐盟不會再犯此前無法保證履行疫苗合約
的錯誤，下一個合約會做得更好。
意大利衛生部消息還稱，歐洲委員會已經與多國領導人達成協議，將在
2021年購買疫苗合同到期後，集中采購mRNA技術生產的新冠疫苗。
分析認為，馮德萊恩明確贊揚 mRNA 疫苗安全可靠，預計 2022 年以
後，歐盟只會采購 mRNA 技術生產的疫苗，而基於腺病毒載體疫苗技術
的阿斯利康和強生疫苗，未來或不會出現在歐盟的疫苗采購訂單中。
報道指出，截至目前，歐盟官方尚未明確宣布，未來是否只訂購mRNA
技術生產的疫苗。歐盟委員會發言人希納斯(Margaritis Schinas)則表示，到
2022年，所有的選擇都是可能的，不會對任何特定的疫苗合約發表評論。

復活節後討論初中小學返校問題
希臘教育部長凱拉梅烏斯 14 日說，
關於初中和小學重新開放的時間將在復
活節後討論。她說，目前教育部尚未向
衛生部新冠疫情專家委員會提出有關重
新開放低年級學校的任何建議。她還補
充說，本周專家委員會成員將重點討論
將於下周重啟的社會經濟活動。
隨著希臘新冠自我檢測計劃的順利
推進，該國高中已於 4 月 12 日順利重新
開放。根據要求，返校時師生的新冠病
毒檢測結果都必須呈陰性，同時，每周
師生必須進行兩次自我檢測，若檢測結
果呈陽性，則必須在家進行自我隔離。
下周起取消更多旅客隔離規定

希臘政府一名高級官員表示，希臘
計劃從下周起取消對來自歐盟和其他五
個國家的已經接種新冠疫苗，或新冠病
毒檢測呈陰性的旅客的隔離限制。
其實，早在 3 月 25 日，希臘就實施
了對已經完成疫苗接種的以色列遊客入
境希臘後無需隔離 7 天的政策。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希臘政府
官員在接受路透社采訪時說：“希臘
旅 遊 季 將 從 5 月 14 日 正 式 開 啟 ， 但 我
們計劃從下周開始逐步取消對旅客的限
制措施。”
這位官員說，來自歐盟、美國、英
國、塞爾維亞、以色列和阿聯酋的旅客
將被允許通過雅典國際機場、塞薩洛尼
基國際機場、伊拉克利翁國際機場、哈
尼亞國際機場、羅德國際機場、科斯國
際機場、米科諾斯國際機場、聖托裏尼
國際機場和科孚國際機場機場以及兩個
陸路邊境站入境希臘。
來自上述國家的旅客僅需持有旅
行者原籍國有關部門出具的疫苗接種
證明，以及旅行前 72 小時的核酸檢測
陰性報告便不需要隔離。但是當旅行
者到達希臘後，仍然需要遵守當地的
防疫規定。

意大利逾 11 萬人死於新冠
預計近兩萬企業關閉
綜 合 報 導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新增
確診病例 16974 例，死亡 380 例。截至 15
日 18 時 ， 意 全 國 累 計 確 診 病 例 3826156
例 ， 死 亡 病 例 115937 例 ， 治 愈 病 例
3200196 例 。 羅 馬 企 業 聯 合 會 發 布 疫 情
對企業影響研究報告指出，2020 年，拉
齊奧新增企業數量減少了 17%，關閉企
業數量增加了 18%。預計到 2021 年底，
拉齊奧大區將有超過 1.8 萬家企業瀕臨
破產，被迫關閉。
羅馬企業聯合會通報數據顯示，拉齊
奧大區 2021 年 1 月市場消費總額較 2019 年
，同比下降了 13%。截至 3 月 15 日，實施
封閉措施已使企業蒙受大約 10 億歐元的
損失。目前大部分企業正在謀求線上銷售
，借以減少經濟損失。
意 大 利 藥 品 管 理 局 (Aifa)15 日 發 布
2020 年 12 月份以來疫苗接種計劃報告指
出，從 2020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1 年 3 月 26
日，意大利共接種了 9068349 劑新冠疫苗
，共有 46237 名接種者分別出現發燒、疼
痛和疲勞等不良反應。其中 92.7%接種群
體對疫苗反應並不強烈，具有強烈反應接

種者，占總接種群體的
7.1%。
意大利藥品管理局
公布表示，截至 3 月 22
日 ， 共 收 到 的 62 份 接
種 阿 斯 利 康 (AstraZeneca)疫苗後出現罕見血栓
及低血小板病例報告，
共有 7 例為顱內靜脈竇
血栓形，造成 2 名接種
者死亡；另外 4 例為非
典型部位血栓，致 2 名
接種者死亡。
意 大 利 衛 生 部 長 斯 佩 蘭 紮 (Roberto
Speranza)15 日向眾議院表示，意大利進行
的 3200 萬例阿斯利康疫苗接種和 222 例報
告中，共有 82 名接種者出現不良反應較
為強烈，並造成 18 名接種者死亡。
斯佩蘭紮說，英國的經驗表明阿斯利
康與其他所有疫苗一樣既有效又安全，可
以挽救人們的生命。衛生部建議，60 歲
至 79 歲的民眾使用阿斯利康疫苗；第一
，90%的不良反應集中在 60 歲以下的人群

；第二，根據英國的數據，阿斯利康疫苗
特別適合免疫系統下降的群體。
意大利國家新冠病毒應急委員會主
任 菲 格 利 奧 羅 (Francesco Paolo Figliuolo)
將 軍 15 日 發 布 最 新 指 令 ， 從 即 日 起 ，
意大利國家武裝部隊將停止接種阿斯
利康疫苗，直至另行通知為止。已經
註射第一劑阿斯利康疫苗的軍事人員
，將改為接種輝瑞(Pfizer)疫苗和莫德納
(Moderna)疫苗。

俄擬從 2025 年退出國際空間站項目 建立國家空間站
綜合報導 俄羅斯副總理
尤裏· 鮑裏索夫表示，俄羅斯
將對國際空間站進行技術檢查
，並可能於四年後(2025 年)退
出國際空間站項目，著手建立
俄羅斯自己的空間站。
據報道，在4月12日舉行的
會議上，俄總統普京與相關官員
討論了有關俄羅斯是否繼續參與
國際空間站項目的問題。鮑裏索
夫指出，“最近，關於技術故
障的報告越來越多。為了避免
事故發生的風險，有必要對國

際空間站進行技術檢查。在此
之後，應該做出決定。”
俄羅斯衛星網報道稱，
俄國家航天集團指出，國際
空間站功能艙模塊已近其服
役期限。“我們與國際空間
站項目的合作夥伴商定了空
間 站 的 運 轉 期 限 為 2024 年 。
在 這 一 時 限 之 後 ， 這 些 空間
站模塊組件的使用壽命已大部
分到期，我們將根據空間站模
塊組件的技術狀況，以及我們
架設新一代國家軌道空間站的

計劃做出決定。”
據報道，俄羅斯將建設自
己的國家空間站。俄羅斯科學
院院長亞歷山大· 謝爾蓋耶夫
在科學院主席團會議上表示，
他預計該項目將於 2025 年後開
始籌集資金。
在此之前，俄羅斯地面飛
行控制中心主管弗拉基米爾·
索洛維耶夫宣布，由於國際空
間站俄羅斯艙段的技術問題，
需要建立一個新的空間站。國
際空間站俄羅斯艙段那裏發現

了縫隙，空氣通過這些縫隙漏
出。它們已被密封，但仍有少
量漏氣。索洛維耶夫預測，
2025 年後其他部件也會陸續失
靈。
2020 年 10 月，索洛維耶夫
提出了新型俄羅斯軌道空間站
的外觀建議，計劃至少包括五
個艙：核心艙、專用生產艙、
後勤 物 流 艙 、 用 於 組 裝 、 發
射、接收和維修航天器的平臺
艙、以及一個可容納四名遊客
的商業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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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進一步放寬零售業限制
希臘發展和投資部部長阿佐尼斯•
喬治亞季斯表示，雖然到 16 日才能對本
周的疫情形勢有一個詳細的了解，但是
截至目前似乎已經出現了趨於緩和的跡
象。他說，如果這種勢頭持續，再加上
自我檢測的範圍繼續擴大，政府將有可
能進一步放寬對零售行業的限制。

他說：“零售店恢復開放至今已
有近 10 天，但是市場開放似乎並沒有
對疫情產生太大影響。不過，我們仍
然需要再觀察一段時間才能得出最終
結論。”
他指出，政府的首要任務是使市場
能夠保持正常運轉，他還將自我檢測的
手段形容為給社會帶來樂觀情緒的“超
級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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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 並預測到 6 月底前將達到 600 萬劑。
24 小時希臘新增 3089 例新冠確診病例，
帕特雷大型疫苗接種中心投入使用
目前累計確診 304184 例。當日新增死亡 後，希臘所擁有的大型疫苗中心的數量
病例 81 例，累計死亡 9135 例。
將增加至五個。分別分布在：雅典 3 個
、塞薩洛尼基 1 個、帕特雷 1 個。疫苗接
5 月底前接種 400 萬劑疫苗
種隔間數量總共 412 個，每小時可進行
4 月 13 日，希臘公民保護部副部長 1650 次疫苗接種，每天可為 22000 人提供
哈達利亞斯前往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西 服務。
北部的帕特雷市，視察當地即將在 15 日
正式啟用的一座大型疫苗接種中心。啟
專家警告復活節勿跨區旅行
用當天將有 8 個接種隔間最先投入使用
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研究員兼疫苗
，一周後其余的 8 個接種隔間也將開始 負責人喬治•帕夫拉基斯(George Pavla運作。
kis)14 日接受希臘 Skai 電視臺采訪時警告
哈達利亞斯在視察時表示，希臘計 說，復活節期間希臘政府不應該解除對
劃在 5 月底前完成 400 萬劑疫苗的接種， 跨區域旅行的限制，因為那樣會增加新

冠病毒的傳播風險。
帕夫拉基斯說：“如果問我關於
復活 節 的話題，我的回答將會令人掃
興。”他指出，從現有數據看，雅典
地 區 的 疫情似乎已經達到了峰值，但是
如果取消目前的限制措施很可能會出現
因為人員流動而導致病例激增的現象。
他說：“現在我們必須把疫情有效地控
制住，這樣我們才有希望在夏天時回歸
正常生活。”
按照傳統，復活節到來時生活工作
在大城市裏的希臘人都會返鄉和親友團
聚慶祝節日。為了能夠在遵守衛生規則
的前提下讓民眾順利返鄉，有媒體報道
稱目前希臘政府正起草一項計劃，希望
通過采取病毒自我檢測的方式允許檢測
結果為陰性的民眾自由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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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將撤阿富汗 五角大樓設想如何繼續作戰
美軍定於 9 月 11 日全部離開阿富汗，但
是這並不意味著軍方會結束反恐怖主義行動
。五角大廈與美國特種部隊司令部正在研究
「在不派出正規部隊的前提下，繼續反恐作
戰」
命令與任務(task and purpose)報導，美
國中央司令部司令、海軍陸戰隊 4 星上將肯
尼斯·麥肯錫將軍(Gen. Kenneth McKenzie
Jr.)說，美軍已經開始研究，如何在不派遣
部隊的情況下，繼續打擊阿富汗的恐怖組織
。
麥肯錫在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上表示，這
並不意味著軍方計劃在撤軍後返回阿富汗。
「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我們都不會重新進
入重新與佔領阿富汗。而是保持反恐的能力
，找到那些計劃對我們進行攻擊的人，然後
在適當的時間，我們先打擊他們。」
他對議員說： 「反恐作戰就是 3 件事：
找到目標、確定目標、解決目標」
「這並不容易，其實極其困難，但並非
沒有可能。」
麥肯錫說，他目前正在研究，當最後一
支部隊離開阿富汗後，美軍還可以在哪裡部

署反恐部隊。他認為離開阿富汗的美軍部隊
，可能會先留在附近的海上艦隊，以防止蓋
達組織(基地組織)、伊斯蘭國恐怖組織(ISIS)
，以及在阿富汗境內活動的其他敵人重新集
結。
另一種想法是尋求中亞國家的幫助，但
是麥肯錫說，截至目前，美國尚未與中亞國
家（包括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這幾
個斯坦（Stans）達成協議。
2001 年 ， 俄 羅 斯 總 統 普 丁 （Vladimir
Putin）曾經允許美軍進入這些前蘇聯共和國
的基地，以協助反恐戰爭，但是之後美國與
俄羅斯的關係已經大為惡化。
麥肯錫說，美軍在撤軍後將面臨的主要
挑戰之一是，要尋找別的無人機基地。現在
一架無人機可以從阿富汗的美軍基地起飛，
並在幾分鐘之內找到目標，這種便利程度以
後不會有了。
另外，為防止塔利班在美軍撤離期間襲
擊，中央司令部正在該地區加重部署強大的
部隊，也就是說，雖然美軍在幾個月後撤離
，但是在短期間，會加強阿富汗美軍基地的
防禦，以免塔利班趁火打劫。

美再傳警察殺非裔 俄亥俄州警槍殺16歲少女 感謝佛洛伊德慘死犧牲美國會女王驚人失言被罵翻
美國非裔男子佛洛伊德遭白人前警官蕭文壓頸
後喪命，陪審團宣判蕭文 3 項重罪有罪，民主黨籍
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昨（20）日針
對此事發言時，竟出現驚人失言，當眾感謝佛洛伊
德 「犧牲」 ，被網友罵翻，國會女王位子可能不保
。美國明尼蘇達州陪審團昨日宣判前警官蕭文
（Derek Chauvin）三級、二級謀殺罪和二級過失
殺人罪等三項指控全部有罪，蕭文恐面臨數十年坐
監刑期。
綜合路透社、《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
）報導，陪審團宣布判決結果後，美國眾議院議長
裴洛西在國會就此案發表看法，她表示判決結果是
邁向正義的正確一步，接著向已過世的佛洛伊德表
達感謝時卻大失言， 「謝謝你，佛洛伊德，為正義
犧牲自己的生命，在那裡呼叫你的母親 『我無法呼
吸』 時，真的令人心碎。」
裴洛西的感謝奉獻說立刻引來大批網友批評，
許多網友對裴洛西的發言大吃一驚，紛紛留言，

根據市長、家屬與媒體透露，美國俄亥
俄州哥倫布（Columbus）的員警今天槍殺
一名 16 歲非裔少女，警方是在接獲有人持刀
的報案，趕往現場處理時，槍殺少女。
「 哥 倫 布 郵 訊 報 」 （Columbus Dispatch）報導，事發地點位於哥倫布市東南
區，事發後，一群民眾聚集在一處民宅附近
抗議。
這起事件發生的數分鐘後，陪審團裁決
前警官蕭文（Derek Chauvin）謀殺非裔男
子佛洛伊德（George Floyd）罪名成立。
根據 「哥倫布郵訊報」 報導，涉案員警
接獲 911 報案，指稱一名女性試圖持刀刺人
之後趕往現場。
哥倫布市長金瑟（Andrew Ginther）證
實發生槍案，他在推特上說， 「一名年輕女

「裴洛西剛剛是說感謝佛洛伊德為正義犧牲生命嗎
」 ， 「他沒有犧牲自己的生命，他的生命是被暴力
奪走的」 ， 「他絕對沒有簽下同意書，讓警察謀殺
他」 ， 「更好的說法應該是，我很遺憾，你必須為
正義犧牲性命。」
裴洛西的驚人失言恐讓她的國會女王寶座不保
，民主黨籍喬治亞州議員麥克勞林（Josh McLaurin）發布推文表示， 「裴洛西的發言完全不妥，但
更重要的是，這次失言事件也說明了一位非裔眾議
院議長將如何讓這個國家受益。」 民主黨非裔眾議
員傑福瑞斯（Hakeem Jeffries）被視為未來議長
的可能人選。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失言事件
過後，裴洛西發布推文澄清說法，指出佛洛伊德不
應該死， 「他家人為他伸張正義的呼聲已經被全世
界聽見了，他沒有白白犧牲，我們必須確保其他家
庭不會再面臨同樣的種族歧視。」

性不幸喪命」 。他說，涉案員警當時攜帶隨
身攝影機，俄亥俄州刑事調查局（Ohio Bureau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已展開調查
。他在推特上說： 「我們一有消息就會立刻
公布，我呼籲居民保持冷靜，讓刑事調查局
蒐集真相。」
他並未公布槍案現場細節，市警局也尚
未提供槍案資訊。
家屬證實，遇害少女是 16 歲的布萊恩
（Makiyah Bryant）。
「哥倫布郵訊報」 指稱為少女姑媽的女
子對該報表示，布萊恩住在寄養家庭，與同
住的某人發生口角。姑媽表示，一名員警對
布萊恩開出多槍後，布萊恩丟下手上原本拿
著的刀。
目前這些資訊無法獲得獨立證實。

美國防企業電腦網路遭入侵 疑陸駭客所為
美國資安業者 「火眼」 （FireEye）旗下品牌麥迪安（Mandiant）今天表示，中國駭客疑似透過滲入私人企業虛擬私人網
路（VPN），一舉入侵美國國防產業的電腦網路。
法新社報導，麥迪安發現，至少有 2 個駭客組織透過惡意軟
體入侵美國 Pulse Secure 製造的 VPN 安全裝置，其中一個駭客
組織據信聽命於中國官方指揮。
麥迪安指出，這個駭客組織去年 10 月到今年 3 月這段期間
，利用惡意軟體企圖劫持用戶和管理者的身分，並企圖進入美國
國防業多個企業的系統，除此之外，美國和歐洲的政府和金融業
者同樣遭到鎖定。
麥迪安稱其中一個駭客組織為 UNC2630，說： 「我們懷疑

UNC2630 代表中國政府
運作，可能與 APT5 有關
。」 APT5 為一支中國官
方資助的駭客組織。
麥迪安提到，一個
「值得信賴的第三方」 同樣認為整起事件與 APT5 有關。
麥迪安說： 「APT5 持續鎖定高價值企業網路，多年來一再
入侵。主要目標似乎是位在美國、歐洲和亞洲的航太與國防企業
。」
不過麥迪安指出，目前並沒有充分資訊來辨認部分惡意軟體
的幕後主使。

據美聯社報導，美國國土安全部旗下網路安全和基礎設施安
全局（CISA）隨後發布警示，稱他們知道 Pulse Secure 「持續
遭人利用來危害美國政府機構、重要基礎建設實體和私營企業」
，但沒有指明哪些機構遭駭。
隸屬猶他州資訊軟體公司 Ivanti 的 Pulse Secure，證實麥迪
安報告主要內容所言不假，指出公司已對產品發布修補措施，並
說受影響的客戶 「數量有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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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鰲論壇年會開幕式以視頻發表主旨演講
強調應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
赴成都考察
與“中國－歐洲中心”外資中資企業代表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遼寧申華控股 20 日晚發
公告稱，公司間接控股股東華晨集
團因涉嫌以虛假申報文件騙取公開
發行公司債券核准等違法行為，被
證監會罰款 5,360 萬元(人民幣，下
同)，並給予警告。

中國對各國企業一視同仁
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
華晨遭中證監罰款 萬

：

：
大國須展現更多擔當

年度報告涉嫌虛假記載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新華社報

該公告顯示，華晨違法行為包
括，其披露的 2017、18 年年度報告
涉嫌存在虛假記載；涉嫌以虛假申
報文件騙取公開發行公司債券核
准；非公開發行公司債券披露的文
件涉嫌虛假記載；涉嫌銀行間債券
市場信息披露違法；涉嫌未按規定
及時披露相關信息。去年 10 月下
旬，作為國企的華晨集團出現債券
違約，11 月 20 日宣告進入破產重整
● 4 月 20程序。
日上午，
日上午
， 博鰲亞洲論壇
2021 年年會開幕式在海南博鰲舉
行，國家主席習近平以視頻方式發
A 股汽車及鋰電池股回吐
表題為《
表題為
《同舟共濟克時艱
同舟共濟克時艱，
，命運與
另一方面，滬深指數 20 日則小
共創未來》
共創未來
》的主旨演講
的主旨演講。
。 新華社
跌收市，上證綜指報 3,472 點，跌
點或0.13%；深圳成指報14,101點，
跌 15 點或 0.11%；創業板指報 2,89
點，跌 2 點或 0.09%。兩市共成交
8,456 億元，北向資金淨流出近 5 億
元。
周一大幅走強的汽車、鋰電池
股遭遇回吐，資金再度湧入抱團
股。其中，釀酒板塊一騎絕塵，皇
台酒業、金楓酒業漲停，迎駕貢酒
漲 7%，金徽酒、張裕 A 升 6%，古
越龍山升 5%。貴州茅台盤中最多升
近 2%，午後逐漸回落，最終升幅收
窄 至 0.33% 。 船 舶 製 造 、 食 品 飲
料、文化傳媒、鋼鐵、電力等板塊
也小幅收紅；工藝商品、保險、多
元金融、券商信託等板塊跌幅居
前。

道，4 月 19 日至 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四川省委書記彭
清華、省長黃強陪同下，在廣元、德陽、

成都考察。在成都考察中國－歐洲中心時
李克強強調，中國將一如既往堅持對外開
放政策，開放的大門會越開越大，並將持

續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
●李克強在成都中國－歐洲中心與來自歐亞多個國家的企業家交流
李克強在成都中國－歐洲中心與來自歐亞多個國家的企業家交流。
。
社報道，博鰲亞洲論壇
2021
境，對各國企業一視同仁，保證公平競爭。
年年會開幕式 20 日上午在海

聚焦博鰲

中心主動服務國家對外開放戰略，吸引了
來一直堅守成都，對保持中國和其他國家產業
該南博鰲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以視頻方式發表題為《同舟共濟克時
170 餘家國際知名機構和企業入駐。李克強
鏈、供應鏈穩定發揮了自己的作用。不僅為中國

艱，命運與共創未來》的主旨演講。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世界要
在此先後與外資和中資企業代表交流，了解企業
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也為全球經濟復甦作出貢
發展有什麼困難，詢問需要哪些政策支持等。
獻。不要小看每個人的力量，如果大家都能付出
公道，不要霸道。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要展現更多責任擔當。
在中心展廳，來自德國、法國、荷蘭、匈牙
自己的努力，世界經濟復甦就會加快進程，人類
利、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度等不同國家、行
攜手戰勝疫情就有物質支撐。李克強表示，成都
來源：新華社
習 近 平 演 講 要 點
業的 14 位企業代表一一向李克強講述企業在中國
是中國西南重鎮，有着巨大市場空間和發展潛
投資興業的經歷和感受。他們中許多人已在成都
力，蘊藏着無限商機，歡迎你們長久在這裏投資
談中國與世界關係：
生活多年，始終看好中國市場。
興業。中國將一如既往堅持對外開放政策，開放
的大門會越開越大，並將持續打造市場化、法治
作為亞洲大家庭重要成員，中國不斷深化改革開放，積極推動地區合作，
中國會長期成為全球投資目的地
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對各國企業一視同仁，保
與亞洲同進步，與世界共發展。論壇見證了中國、亞洲、世界走過的不平
李克強聽後說，你們中許多人員自疫情發生以
證公平競爭。中國會長期成為全球投資重要的目
凡歷程，為促進亞洲和世界發展發揮了重要影響力、推動力。

新華社

的地之一。現場的各位不僅是我們相互之間商貿
交流的橋樑，也是人文交流的使者，相信你們會
在我們彼此的發展史冊上留下印記。

中外企業交流 助彼此更開放
在中國－歐洲中心出口處，許多在這裏工作的中
資企業代表迎候李克強。李克強對他們說，中資企
業與外資企業進行交流合作，雙方既能覓得新的商
機，也能互相學到新的東西，可以不斷提高彼此的
對外開放水平。中國－歐洲中心不僅要面向歐洲，
也要面向全世界開展合作，打造成更大的開放合作
平台，力爭成為更大的全球合作中心。

5360

談國際秩序：

工信部：大宗商品漲價影響可控

習

部分國家領導人和工商界代表致辭
印尼總統佐科：
2021 年世界經濟增長預期逐步向
好，各國要繼續深化抗疫和衞生領域合
作。各國要在建立預警機制，提高醫療
從業人員素質，創新研究衞生技術等方
面加強協作。和平有助於世界戰勝疫
情，推動經濟復甦。合作有助於增進穩
定與安全。當今世界需要倡導合作共融
的文化，印尼迫切希望大國在加強包容
性合作方面做好表率。

來源：中新社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
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

世界貿易組織（WTO）總幹事
恩戈齊·奧孔喬-伊韋阿拉：

當前全世界面臨着三大變化，第一是
全球經濟由嚴重衰退轉向強勁復甦；第二
是由新冠肺炎疫情加速的數字化轉型；第
三是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各國走向低碳
排放和經濟可持續化增長道路。每一個變
化都可以轉化為一個發展機遇。各國之間
應緊密團結，確立秩序，共同解決各項危
機並將其轉變為機遇。

中國作為全球商品重要出口國，其
可持續經濟增長利於全世界發展。我讚
賞中國的“雙循環”以及向更高質量、
更綠色的發展，想要實現這些目標，貿
易將是橋樑。展望未來，應有效加強多
邊主義與全球治理，而 WTO 在促進多
邊主義，貿易交易公平性、開放性、透
明性和可預見性等方面都在發揮作用。

王毅四看法促聯國同區域組織加強合作

國際上的事應該由大家共同商量着辦，世界前途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
握，不能把一個或幾個國家制定的規則強加於人，也不能由個別國家的單
邊主義給整個世界“帶節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今
了供需緊張態勢；三是有色金屬、部分化工產品
全球債務高企、貧富分化懸殊、老齡化問題突出
談中國立場：
年以來，有色、石化等行業主要產品價格延續
等金融屬性突出，寬鬆的貨幣政策、全球經濟預
這些結構性矛盾導致全球經濟復甦艱難曲折。
去年底上漲的態勢。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新聞
期向好等推升了全球期貨交易的活躍度，金融市
黃利斌認為，大宗商品價格不具備長期上
中國無論發展到什么程度，永遠不稱霸、不擴張、不謀求勢力範圍，不搞
發言人、運行監測協調局局長黃利斌 20 日在國
場短期炒作也對價格上漲具有顯著的放大效應。
漲的基礎。本輪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對製造業有
軍備競賽。
新辦發布會上對此回應，大宗商品價格不具備
影響，但是影響總體可控。
增監管促合作 穩定原材料價格
長期上漲的基礎。中國具有充足的宏觀調控政
下一步，工信部將會同有關部門，積極採
策空間和強大的國內市場潛力，製造業門類齊
黃利斌表示，中國工業體量龐大，部分大宗
取舉措推動穩定原材料價格：一是加強運行監
近平指出，博鰲亞洲論壇成立20年來，
來。要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深化
追求的是發展，崇尚的是共贏，傳遞的是希
全、產能充沛、供給充裕，市場自我調整的適
商品海外採購量也非常大，相關商品價格上漲對
測和價格監管，穩定市場預期，及時發布運行
見證了中國、亞洲、世界走過的不平凡
區域經濟一體化，鞏固供應鏈、產業鏈、數
望。我們將同各方繼續高質量共建“一帶一
應性較強，有關部門也已經在採取措施加強保
PPI
影響非常直接，近幾個月上游行業的產品出廠
情況，做好輿情引導，防範市場恐慌性購買或
歷程，為促進亞洲和世界發展發揮了重要影
據鏈、人才鏈，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人為
路”，踐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弘揚開放、
供穩價的工作。總體看，本輪大宗商品價格上
價格都呈現明顯的上漲態勢，並隨着產業鏈向中
者囤貨。配合有關部門堅決打擊壟斷市場、惡
響力、推動力。當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
“築牆”、“脫鈎”違背經濟規律和市場規
綠色、廉潔理念，努力實現高標準、惠民
漲對製造業有影響，但是這種影響總體可控。
下游傳導，儘管部分上游企業盈利狀況得到了一
意炒作等違法違規行為。二是支持上下游企業
交織疊加，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我們所處
則，損人不利己。
生、可持續目標。我們將建設更緊密的衞生
黃利斌分析，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大概有
定程度的改善，但在相當程度上也加大了下游企
建立長期的穩定合作關係，協同應對市場價格
的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希
我們要同舟共濟，開創健康安全的未
合作夥伴關係，更緊密的互聯互通夥伴關
以下幾方面的原因：一是原料成本上漲推動了大
業的成本壓力，擠壓了企業的利潤空間。與此同
波動風險，鼓勵冶煉企業及加工企業進行期貨
望的時代。人類社會應該向何處去？我們應
來。加強信息共享和聯防聯控，加強新冠肺
係，更緊密的綠色發展夥伴關係，更緊密的
宗商品的價格普漲；二是下游行業生產恢復形成
時，相關漲價因素多具有短期性和突發性，目前
套期保值交易。
該為子孫後代創造一個什麼樣的未來？對這
炎疫苗國際合作，全面加強全球公共衞生安
開放包容夥伴關係，為人類走向共同繁榮作
一重大命題，我們要從人類共同利益出發，
全治理，共同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推
出積極貢獻。
以負責任態度作出明智選擇。中方倡議，亞
進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
習近平強調，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洲和世界各國要回應時代呼喚，攜手共克疫
我們要堅守正義，開創互尊互鑒的未來。
周年。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
情，加強全球治理，朝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要摒棄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反對任何形式的
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中國將繼續做世界和
體方向不斷邁進。
“新冷戰”和意識形態對抗。國與國相處，要
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
把平等相待、互尊互信挺在前面。要弘揚和
護者。中國將始終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
國際事務應由各國協商處理
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
旗幟，積極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中國無論發
我們要平等協商，開創共贏共享的未
共同價值，倡導不同文明交流互鑒。
展到什麼程度，永遠不稱霸、不擴張、不謀求勢
來。應該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全球治
力範圍，不搞軍備競賽。中國將積極參與貿易和
疫情獲控後將辦亞洲文明對話大會 投資領域多邊合作，推進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
理體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國際
上的事應該由大家共同商量着辦，世界前途
習近平宣布，中方將在疫情得到控制後
推動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歡迎各方
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世界要公道，不
即舉辦第二屆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為促進亞
分享中國市場的巨大機遇。
要霸道。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要展現更多
洲和世界文明對話發揮積極作用。
習近平最後說，同舟共濟揚帆起，乘風
責任擔當。
破浪萬里航。儘管有時會遭遇驚濤駭浪和逆
將續同各方高質量共建“帶路”
流險灘，但只要我們齊心協力、把準航向，
人為“築牆”
“脫鈎”損人不利己
習近平指出，“一帶一路”是大家攜手
人類社會發展的巨輪必將行穩致遠，駛向更
我們要開放創新，開創發展繁榮的未
前進的陽光大道，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
加美好的未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務委
員兼外長王毅 19 日晚作為習近平主席特別代表
出席聯合國安理會“加強聯合國同區域和次區域
組織合作”高級別公開辯論會並發言。
王毅表示，聯合國同區域組織開展合作，是
《聯合國憲章》的明確要求，也是多邊主義的重
●華晨集團去年 11 月 20 日宣告進入破產重整
要呈現方式。當前，國際和平與安全領域挑戰突
出，聯合國同區域組織應該同向發力，為維護多
程序。圖為旗下生產線。
資料圖片
邊主義多着力，對世界和平發展有作為。
王毅提出四點看法：
第一，堅持按章辦事，築牢和平根基。《聯
合國憲章》是聯合國同區域組織合作的基石。區
域組織開展和平行動，要符合《聯合國憲章》宗
旨和原則，特別是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防
止干涉別國內政。
第二，堅持預防為先，豐富和平手段。要
踐行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將預
防性外交作為優先方向。堅持政治解決熱點問
題，堅持客觀、中立原則，尊重當事國人民意願
和選擇。
第三，堅持優勢互補，形成和平合力。聯合
國及其安理會應當發揮好統籌協調作用，區域組
織要用好自身優勢，推動以地區方式解決地區爭
端。雙方可分享各自經驗和良好實踐，開展靈活
務實的合作。
第四，堅持共同發展，厚植和平土壤。要樹
立以發展促和平的觀念，統籌好維護和平、建設
和平、戰後重建三個階段工作。落實好 2030 年
可持續發展議程，促進民生改善和就業，縮小地
區發展差距。推進區域合作和互聯互通建設，幫
助衝突後國家融入區域發展。

中方願同各區域組織加強合作

王毅強調，今年是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
50 周年。中方一貫支持聯合國加強與區域及次
區域組織合作，同非盟、東盟、阿盟等都建立了
戰略夥伴關係。這種夥伴關係建立在命運與共的
基礎上，秉持《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堅持
共商共建共享原則，致力於實現合作共贏，從不
針對任何第三方。中方願同各區域組織進一步加
強合作，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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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中国
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

打造新高地，
开放平台将更强
本报记者

不同时期不同区域“试
验田”
“海南现在游客多得嘞！”陈师傅
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每日往返于三亚
海棠湾各大酒店与免税店之间，“全国
各地的人都跑来海南购物了！你瞧
瞧，就这么几百米的路都能堵死，全
是去免税店的车！”正如陈师傅所说，
海南已经成了一座“购物天堂”。数据
显示，今年前两个月，海南省 9 家离
岛免税店免税销售额达 84.9 亿元，同
比增长 359%；购物人数达 152.9 万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191% ； 购 物 件 数 达
807.85 万件，同比增长 216%。
今年 2 月，财政部、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 《关于增加海
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提货方式的公
告》，明确离岛旅客购买免税品可选
择邮寄送达方式提货，再次方便了全
国消费者购买免税商品。
2020 年，海南自由贸易港扬帆启
航。当年 6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 发 《海 南 自 由 贸 易 港 建 设 总 体 方
案》，人才个人所得税最高 15％、鼓
励类企业实施 15％企业所得税、企业
进口自用生产设备免征进口关税、进
口 环 节 增 值 税 和 消 费 税 等 60 条 “ 干
货”为海南自由贸易港保驾护航。海
口海关数据显示，2020 年，海南外贸
进出口额达 933 亿元，同比增长 3%，
增速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1.1 个百分点。
从国家级新区、综合保税区，到
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设立了多种
类型的开放平台，覆盖了不同区域、
发挥着不同功能，成为中国对外开放

徐佩玉

的一块块“试验田”。
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再接再厉。
近年来，自由贸易试验区不断扩 “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完善自由贸
围。从 2013 年建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易试验区布局，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
区，到 2020 年新增北京、湖南、安徽
权，深化首创性、集成化、差别化改
3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目前中国自由
革探索，积极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
贸易试验区数量已达 21 个，形成了覆
商务 部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十 四
盖东西南北中的新格局。
五”期间，将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
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自
自由贸易港先行先试和引领的作
由贸易试验区作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
用，继续赋予自贸区港更大改革自
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在“十三
主权，以制度创新破除体制机制障
五”时期取得了一系列可复制推广的
碍，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不
制度创新成果，改革良种撒播全国。7
断加大对外开放压力测试力度，集
年多来，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形成了
聚国内国际资源要素，推进产业链
173 项 制 度 创 新 成 果 向 全 国 复 制 推
供应链开放发展，打造国内国际双
广，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
循环的重要枢纽，促进市场相通、
面清单特别管理措施在“十三五”初
产业相融、创新相促、规则相连的
期为 122 项，2020 年压减至 30 项，压
良性循环，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
减幅度超 75%。
更大力量。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0 年，前 18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版图上
家自由贸易试验区共新设企业 39.3 万
的一颗明珠，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十
家，实际使用外资 1763.8 亿元，实现
四五”时期肩负重任。“十四五”规划
进出口总额 4.7 万亿元，以不到全国
纲要提出了一系列举措：以货物贸易
4‰的国土面积，实现了占全国 17.6% “ 零 关 税 ”、 服 务 贸 易 “ 既 准 入 又 准
的外商投资和 14.7%的进出口，为稳
营”为方向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外贸稳外资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全面推行“极简
此外，中国还设有沿边重点开发
审批”投资制度，开展跨境证券投融
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
资改革试点和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
经济合作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
试点，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出入
等各类开放平台，在不同时期、不同
境、运输等政策，制定出台海南自由
区域各自发挥着改革开放“试验田” 贸易港法，初步建立中国特色自由贸
的先行作用。
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
学院教授崔凡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
提升功能，发挥各自
中国的开放平台中，只有海南自贸港
上升到了法律层次，被赋予更多自主
优势
开放的权利。但在实际落地中，还存
在一些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包括货
站在“十四五”新起点上，各类
物流动、资金流动以及税收问题等，
开放平台如何提升功能，更好发挥改
需要出台更加细致的方案。”
革开放“试验田”作用？
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

去年底，进口整车保税仓储展示功能在松江综合保税区首次落
地，该保税区成为上海首家开展高端进口汽车保税展示业务的综合
保税区。图为一批进口保时捷整车日前抵达上海松江综合保税区，
工作人员正在卸货。
蔡 斌摄 （人民视觉）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张建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综合保税区在“十四五”期间，
一方面要完善现有功能设置，满足保
税区内企业的经营需要；另一方面，
围绕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先行先试
探索离岸贸易相关经营模式。近日，
上海临港税务局向所辖洋山特殊综合
保税区企业开出了第一张区内物流、
仓储 服 务 免 征 增 值 税 的 电 子 普 通 发
票，税收优惠政策正式落地，将进
一步促进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内物
流、仓储企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纲要对其他开放平
台也提出了新要求，包括创新提升国
家级新区和开发区，完善沿边重点开
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
境经济合作区功能等。目前，中国共
有 19 个国家级新区，正在加快建设的
雄安新区就是其中之一。“十四五”规
划纲要明确，要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
安新区，加快启动区和起步区建设，
推动管理体制创新。此外，“十四五”
规划纲要还提出，“支持宁夏、贵州、
江西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这
一开放新举措不仅给宁夏、贵州、江
西等地带来好消息，也让广大内陆省
份十分期待，希望借鉴其成功做法并
成为后续的试点。

统筹推进，相互协作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推
进各类开放平台建设，打造开放层次
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
如何看待“统筹”的意义？崔凡表
示：“不同开放平台在功能上各有差

异，但也有重合的地方。有的方向明
确而具体，例如综合保税区；有的则
是让大胆试、大胆闯，需要自己规
划。统筹推进，有利于充分发挥各类
开放平台的功能，既各有侧重，发挥
其独特之处，又相互促进、相互支
持，形成更好的开放局面。”
统筹推进，应从何处着力？
顶层设计需要统筹。崔凡指出，
政策尤其是涉及到税收的政策，需要
在顶层设计层面进行统筹。“千条线一
根针，最后还是要落在地方。顶层设
计和基层一线实践应紧密结合，方案
设计时需要考虑地方现实情况，地方
也需要不断地上下、横向沟通。”
平台之间需要统筹。张建平表
示：“各平台之间应根据自身定位以及
国家赋予的相关政策和功能，进一步
做好自身平台建设，实现高质量发
展。同时，不同平台所取得的经验会
面向全国或其他平台进行复制推广，
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和其他已有开放平
台进行互动、相互协作。”他建议，应
建设不同开放平台交流机制，让不同
的平台之间沟通、互相学习经验。
张建平表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
庞大的经济体，改革开放过程中面临
着很多艰巨任务，也面临着复杂的国
际环境以及国内各种矛盾和问题。对
这些不同功能、不同类型的开放平台
进行统筹推进，有利于有序推进改革
开放，加快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
无论是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
区，还是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这些开放平
台承载着不同的对外开放功能，发挥
着不同作用。“这些是中国加快改革开
放的先行平台，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的
平台，其在‘十四五’期间的功能和
作用将进一步强化。”张建平表示。

海南美亚高性能铜加工材生产基地是 2021 年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项目第一批集中开工的项目，建成后预计将生产 10 万吨/年的
高性能光亮铜杆、精密超薄铜箔、高精度铜管等产品。图为工人
在海南美亚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车间加工电线电缆。
袁 琛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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