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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

中國「社會信用系統」又有惹議新

招數。官方發布消息稱，要將無償

捐血納入社會徵信系統，對此，許

多民眾疑慮表示，無償捐血與個人

信用有甚麼關係，如果納入「信用

系統」，那就不叫無償獻血。

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等多

個官方部門 11 月中聯合發布一份

名為〈關於進一步促進無償獻血工

作健康發展〉的通告，要求各地政

府考慮將「無償捐血」與個人社會

信用系統相連結，同時建立個人、

單位和社會的捐血機制。針對地方

政府，該文件還建議，為落實黨

中央政策，各地方單位應將「無償

獻血工作」納入評估系統，相關工

作效率可納入「文明城市、文明單

位」的考覈指標。

此消息傳出後引發爭議，官方

和民間態度大不同。

《中國日報》微博所舉辦的贊成

與否調查中，18000 人中有 14000
人投反對票，認為此舉恐讓捐血失

去「無償」的涵義。

許多網友指出，不少人因健

康因素無法捐血，會導致無法藉此

獲得加分，導致信用積分「不在一

（個）起跑線上」，明顯不公平。

也有人質疑說，「這哪是無償

獻血，簡直是義務獻血。」「這不

是自投羅網？哪天數據庫少的器官

防助選 美墨加協議被拖延

【看中國記載黎小葵綜合報導】

中國大陸今年先後發現 4 起鼠疫

病例，其中 3 起來自內蒙古自治

區錫林郭勒盟。中共官方 11 月 25
日披露最新一起病例個案更多詳

情，指患者劉男與 3 名工友進食

一隻野兔後感染腺鼠疫。事件再令

外界關注野味暗藏惡菌等議題。

《界面新聞》11 月 25 日報導，

在蒙金礦業加布斯鈮鉭礦工作的劉

慶喜（化名），於月初捉到一隻誤

闖工地的野兔，並與數名工友進食

分享。然而，劉男事後出現反覆發

燒症狀，即使服用感冒藥也不見

好轉，因此前往數十公里外的化

德縣醫院就診，經求醫後確診腺

鼠疫。

報導稱，劉男確診後的 2 小時

內，化德縣醫院上報病例至市級衛

生部門，並對與之密切接觸的 20
名醫務人員進行隔離，其中包括為

其進行首診的副院長。

據新華社報導，截至 11 月 23
日 12 時，劉男左腋下疼痛較前減

輕，全身皮膚黏膜無出血點，心電

圖未見異常。據專家組會診意見，

患者總體趨勢平穩，目前繼續救

治中。

在當地牧民來看，有外省工人

染病鼠疫是因他不瞭解錫林郭勒盟

當地的生活習慣，只要不觸碰和食

用野生動物，便不會感染，「不然

我們早得（鼠疫）了」。

不過，翻查資料記載發現，中

共建政後發生過 4 次人間鼠疫，上

一次病例出現於 15 年前。 2004
年 11 月，內蒙古蘇尼特右旗一名

牧民因高燒、腋下淋巴結腫大而就

診，後被證實是感染肺鼠疫個案。

此外，據《中國地方病防治雜

誌》指出，「2005 年是鼠間鼠疫

大流行年分，之後流行強度趨於平

穩，至 2010 年又出現較大流行，

2011 年後各類型疫源地基本處於

靜息狀態。」

有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浩特市

（寶力根蘇木希日塔拉嘎查）村民

向《大紀元時報》透露，其實今年鼠

疫災情早於今年 8、9 月就已發生。

「老鼠今年突然特別多，我們

這 8、9 月分開始多起來，6、7 月

分時是其他地方多，但還沒有到我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墨

西哥政府11月25日向美國民主黨議
員施壓，要求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

・佩洛西加速推動國會通過《美墨

加協議》（USMCA）。川普總統
表示，佩洛西一直拖延投票時間，

是擔心USMCA通過會給川普「助
選」，讓他更有把握贏得2020年
美國大選選舉。

內蒙淪陷 4直升機投藥滅鼠

USMCA 是加拿大、墨西哥

和美國之間的一項自由貿易協定，

它也被稱為「北美自由貿易協議

2.0」，以便區分其前身 1994 年

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這是北

美自由貿易協定成員國在 2017 ～

2018 年重新談判的結果。但國會

仍然必須批准該協議，才能生效。

在美國商會會長托馬斯 · 多諾

霍看來，USMCA 通過將有助於

提振美國經濟，確保金融市場穩

定。「如果國會高票通過協定，將

推動美國向前邁出一大步」。

路透社 11 月 26 日報導，川普

政府一直在推動國會通過《美墨加

協議》。美國總統川普對媒體表示：

「佩洛西應該對此進行表決，因為

若在不久的將來，加拿大或墨西哥

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把協議

發回來，我們不要達成協議了。』

萬一有這樣的狀況發生，我也不會

怪他們。」

川普說：「這是一個非常棒的

郭美美出獄改名
整容失敗吃老本

京東網銀轉外匯 
外管局罰3000萬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近日，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

公布了一張對第三方支付機構

的千萬級罰單。劉強東京東商

城旗下京東金融的全資子公司

網銀在線，因將境內外匯轉移

境外，遭罰款 2943 萬元人民

幣，在業內引起廣泛關注。

中國外匯管理局北京外匯

管理部的京匯罰〔2019〕89 號

行政處罰決定書顯示，網銀在

線科技有限公司（簡稱，網銀

在線）因違反規定將境內外

匯轉移境外，所以，依據外匯

管理條例第 39 條規定，罰款

2943.26萬元。

這是中國外匯局有史以來

對第三方支付機構開出的最大

一張罰單。也是網銀在線成立

以來收到的最大罰單。

據外匯管理條例第 39條，

有違反規定將境內外匯轉移境

外的，處逃匯金額 30%以下的

罰款；情節嚴重的，處逃匯金

額 30% 以上罰款；構成犯罪

的，追究刑事責任。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

報導】曾稱自己是「中國紅十

字會商業總經理」的網紅郭美

美，5 年前因開賭場罪被判刑

坐牢，今年 7 月刑滿出獄後，

於日前在微博開直播宣布已改

名，並發出多張自拍照，自爆

整容鼻子失敗。

現 年 28 歲 的 郭 美 美，

11 月 22 日在新開微博「郭美

May 努力努力」發文，同時

在直播中毫不忌諱地大談自己

的鼻子，她說自己也覺得不好

看，「鼻子都歪了」，她直言

有的人適合整容，有的人不適

合，自己則不適合，還說自己

過幾天會去把鼻子拆掉。

雖然是第一次在該平臺直

播，但是郭美美不斷收到粉絲

「禮物」。她透露自己近來沒

有正經工作，目前還在吃以前

的老本。至於改名一事，她指

郭美美這個名字本來就不是她

的本名，自己也已非首次改名。

郭美美曾在微博上發文炫

富，引來圍觀。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香港反送中抗爭至今已 5個多

月，不斷傳出大批青年失蹤。日

前網傳視頻顯示，一群年輕示威

者被港警押上港鐵列車，這批年

輕男女雙手都遭反綁，令人憂心

這些年輕人恐被押送大陸境內的

集中營。

英國《太陽報》11月 26日報

導，這段拍攝於 11 月 18 日的視

頻顯示，這群年輕示威者被警察

送上兩列火車，登上列車時視頻

顯示他們雙手是被反扣手銬。

其中一列火車的窗戶被黑布

遮蓋，據網友判斷，這群示威者

是被捕的香港理工大學學生。

在另一段網傳視頻中，聽到

神秘火車內不斷傳出慘叫聲。

另有推特傳出的視頻中顯

示，11 月 18 日香港警察在理工

大學拘捕學生後，將他們用鐵路

列車運至旺角車站，負責押送的

警察都蒙著頭。

事 實 上，11 月 19 日 到 20
日，有 20 班往返中港的列車停

駛，有人猜測，不排除中共為掩

人耳目，在這兩天內，將大批被

捕香港人運往中國大陸。

前往深圳出差時被捕的前英

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僱員鄭文傑

日前獲釋後也曾披露，他在大

陸被拘留期間慘遭酷刑折磨，並

親睹一群香港人被大陸公安審

訊。他從國安人員處明確得知，

香港成批抗議者被捕後被送往

大陸關押。

目前，外界無法獨立證明鄭

文傑的相關指控，但相關消息為

反送中事件以來大量抗爭者被失

蹤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解釋。

協議，可以幫助美國的農民、製造業

者、工人和工會等各個領域。這協

議在佩洛西的辦公桌上擱了很久，

她似乎沒有能力推動這件事。大家

都知道原因，她自己也知道原因。」

他相信，若佩洛西安排在眾議

院上表決，大部分的兩黨議員都會

投贊成票。

墨西哥總統洛佩茲・奧布拉多

爾表示，本週他將再度致信眾議院

議長、民主黨人佩洛西，要求她盡

快通過美國與墨西哥和加拿大簽署

的《美墨加協議》。此外，墨西哥

也敦促佩洛西，勿對勞動力市場進

行更大監督。

美國之音引述美國農業部長桑

尼・珀杜的言論稱，今天若將它提

交到眾議院表決，他有信心兩黨的

大多數議員都會投贊同票。「這是一

個很好的協議，美國非常需要它。」

幾位美國企業高管和國會助手

表示，國會不大可能在 1 月分之

前批准 USMCA。

而負責北美事務和協定談判的

們這，一片一片地多起來了。在野

地裡，大草原裡有好多老鼠坑，吃

飯的時候在家都有一、二隻老鼠在

跑。」這位村民說：「（政府）一直

沒有滅鼠，這回要給老鼠藥，打死

一、二隻沒有用，弄不過來，一片

一片的，密密麻麻的。」

寶力根蘇木一位政府工作人員

也證實，目前該盟防範鼠疫處於一

級戒備狀態，當地老鼠氾濫成災，

所有民眾都收到禁止食用野生動

物、遠離土撥鼠等警告信息。

而以救援為主的華彬航空於

20 日發布微博稱，該航空的 4 架

直升機隊已分兩批在錫林郭勒草

原，投藥滅鼠。

目前內蒙古災情到底有多嚴

重，只有官方公布的消息，外界無

法得知真實情況。

但有北京市民對海外《新唐人

電視臺》披露，他的同學在北京宣

武醫院工作，被告知「醫院已經下

了封口令，不讓對外說，實際上應

該是六例（鼠疫患者）。就跟當年

的非典（ SARS）一樣，它要首

先不能讓太多人知道這件事兒。」

墨西哥副外長希德也表示，他對協

議是否能在 2020 年以前獲得美國

國會批准感到悲觀。

路透社的另一篇報導稱，佩洛

西 11 月 25 日表示，他們需要時

間對文本協議進行最後審查。

「我們正在從美國工人的角

度，大幅改善協議。現在，我們需

要從貿易代表處以書面形式查看進

展，以進行最終審查。」佩洛西在

一份聲明中說。

2018 年，美國與墨西哥和加

拿大這兩個最大的貿易夥伴達成協

議，取代 1994 年北美自由貿易協

定（NAFTA）。這一新的貿易協

定被稱為「更加平衡和互惠」。

不只是墨西哥希望該協議快點

通過，美國農民也在焦急等待。美

國之音 9 月報導，伊利諾伊州玉

米種植者協會負責人特里莎・布雷

德今年 9 月曾提出要求，國會復

會後就批准美墨加協定。

伊利諾伊州南部的農民吉姆・

拉本對當前美國政治的不確定性感

到沮喪，並表示中國等其他買方將

美墨加貿易協議視作美國貿易可靠

性的一個例子。

拉本說：「對我而言，美墨加

貿易協定早應該被批准了。如果不

是政治因素，可能早就通過了。」

該協議作為美國農產品進入

加拿大和墨西哥市場的保證，以

及《美墨加協議》對價格的影響，

對拉本和其他美國農民來說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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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川普 （Getty Images）

大陸無償捐血 被納入社會信用系統 英媒視頻曝香港人被送中
正是你最符合的，那豈不是正好 ?
別為了那一點的小便宜，失去了生

命！」「就不怕愛滋村又重演？」

事實上，中國「血荒」問題非

常嚴重。早於 80 年代後期開始，

為緩解城市中的「血荒」問題，中

共中央採取了「計畫獻血」的政

策，大批低收入民眾為了「增加

收入」開始被迫賣血，當時民間盛

傳「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

拳，五十大元」，意指每抽一次

血，就可以領取 50 元。由此也催

生出農村的賣血產業鏈，之後更爆

發「河南傳染病」事件。

1992 年主政河南的李長春， 
將血液計畫指標一次性拔高到原來

的兩倍，大批低收入民眾參與其

中，之後河南爆發上千人的大規模

集體感染愛滋病事件，感染者多是

參與賣血或在疫區接受輸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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