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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結惡警搶大麻倉庫 前員工獲刑

洛市長加西堤：加州47號法案令人沮喪

美續撤僑 CDC加速病毒檢測

2 月 5 日，美國國務院安排的又兩架撤僑包機從中國武漢抵達加州。圖為用來接收被隔離者的該基地的一個新兵軍營區。 （美國國

防部圖片）

【看中國洛杉磯訊】    2 月 5 日，

美國國務院安排的又兩架撤僑包機

從中國武漢抵達加州。然而其中一

架班機在抵達不久，就傳出有 4 人

出現了疑似武漢肺炎的感染徵狀，

被緊急送往當地醫院治療。為了

盡快獲得回美乘客們的血液檢驗

結果，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

（CDC）也在當日宣布，即日起開

始在全美的公共衛生實驗室，發放

針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測試套件。

當日兩架撤僑包機，先後抵達

距離舊金山約 50 英里的特拉維斯

空軍基地（Travis Air Force Base）

以及位於聖地亞哥的米拉馬海軍

陸戰隊航空站（Marine Corps Air 

Station Miramar）。 根 據 CDC 的

報告，抵達聖地亞哥的包機上共有

167 名乘客，其中有 3 位成年人和

1 名孩子出現了發燒或咳嗽徵狀，

被送到當地醫院進一步檢查。

這兩個基地目前部署了美國疾

控中心的醫護人員，以評估約 350

名回美乘客的健康狀況。依照聯邦

命令，所有撤僑必須接受隔離 14

天，期間接受 CDC 人員持續的體

溫和呼吸狀況等檢查。

與此同時，CDC 國家免疫與呼

吸疾病中心主任梅森尼爾（Nancy 

Messonnier）也在 5 日上午召開的

電話會議中宣布，為了幫助提高檢

測和應對該病毒的能力，美國食品

藥品監督管理局（FDA ）簽署了緊

急使用授權政策，允許 CDC 開始

向全美 100 多個公共衛生實驗室，

發放針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測試套

件。

在此之前，所有檢測樣本必須

送往亞特蘭大的 CDC 檢測中心實

驗室，等待 36 至 48 小時才能獲得

【看中國洛杉磯訊】    建築公司

AMCAL Multi-Housing，Inc. 在獲

得橙縣聖塔安那（Santa Ana）850

萬美元的資金後，完成了「第一街

公 寓」（First Street Apartments）

的建設，該公寓是 AMCAL 與聖塔

安那市政府合作開發的高質量可負

擔公寓社區，擁有 69 個單元。該

項目結合低收入住宅稅金抵免計劃 

（Low-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 

program） 自 2018 年 4 月 開 始 建

設，首先拆除了一棟老舊、破敗的

辦公大樓。新的公寓社區佔地約

2.16 英畝，其中有多達一半的住房

是為收入極低的家庭保留的。 ※

【看中國洛杉磯訊】   週二（2

月 11 號）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

心（CDC）與河濱縣衛生局代表官

員宣布，在經過了 14 天的隔離期

後，美國首批撤僑的 195 位僑民都

通過了健康篩查，無人感染新型冠

狀病毒，已開始陸續返回家鄉。 1

月 29 日清早，美國從武漢撤僑的

包機，最終降落在南加河濱縣的馬

奇空軍基地。由於病毒在全球擴散

嚴重，CDC 隨後宣布對首批撤僑公

民啟動隔離，隔離時間從原本的 72

小時延長至 14 天。最終經過檢測

均未感染新冠狀病毒。   ※

【看中國洛杉磯訊】    安大略警
局 表 示， 週 六 晚 上 安 大 略 發 生 槍
擊事件，造成一名 19 歲的男子死
亡， 另 外 兩 名 受 害 者 受 傷。 據 了
解，這起槍擊事件發生在晚上 11 點
15 分 左 右， 位 於 100 block of West 
B Street。警方在一份書面聲明中表
示，“警察到達現場後發現一名男
子明顯受了槍傷，已無明顯生命特
徵。” 警官格雷羅說，受害者是在街
道北側的一家商店裡被發現的。安
大略省消防部門的醫護人員最終在
現場宣布這名年輕人當場死亡。目
前警方還沒有公佈進一步細節。※

【看中國洛杉磯訊】    由於擔心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中國農曆新年

期間，聖蓋博谷街道變得異常冷

清，當局估計該波疫情造成洛杉磯

旅遊業高達 9 億 2100 萬元的巨大

損失。據《CBSLA》報導，隨著冠

狀病毒死亡人數持續攀升至六百人

以上，全球各地仰賴中國遊客的收

入也正在枯竭。洛杉磯旅遊與會議

委員會估計，今年洛杉磯將損失 32

萬 5000 名中國觀光客，這將造成

當地高達 9 億 2100 萬元的經濟損

失。華人聚集城市如阿罕布拉市日

前已宣布經取消中國農曆新年慶祝

活動，美國航空、達美航空和聯合

航空也暫停往返中國大陸和香港的

航班。 ※

【看中國洛杉磯訊】   據聯邦

檢察官辦公室週一（2 月 10 日）消

息，一名核桃市（Walnut）男子因策

劃 200 萬美元的大麻武裝搶劫案獲

刑 14 年。警方說，現年 30 歲的克

里斯托弗 · 金（Christopher Myung 

Kim）在一名洛縣警署腐敗警員的

協助下，盜走近半噸的大麻。

法官同時下令金嫌繳納 50 萬美

元的罰金。

2019 年 11 月，陪審團經過 4 天

的合議，裁定金嫌串謀分銷大麻、

意圖分銷大麻而持有、串謀侵犯權

利、剝奪他人法定權利以及持槍協

助販毒等 5 項重罪成立。

訴狀說，金嫌在洛市中心一家

倉庫工作多年，因與老闆發生爭執

而離開。但離開僅幾週，他就與洛

縣警署南艾爾蒙地站警員馬克 · 安
特李姆（Marc Antrim）共謀，兩次

突襲前雇主的大麻倉庫、謀取暴利，

報復其前老闆。安特李姆當時已經

被分配到警署天普分站。

搶劫前數日，金嫌向安特李姆

提供了倉庫的內部消息，詳細告知倉

庫的佈局、運營以及安保情況。他還

繪製了倉庫藍圖，標註保安經常出現

的地點，以及哪間庫房存有高價值

物品等。

2018 年 10月29日約凌晨 3 點，

安特李姆與 6 位共謀者闖入該大麻

倉庫搶劫。安特李姆一身警員裝備、

展示警察徽章以及假的搜查證，進

入了倉庫。然後將倉庫保安拘押在警

署車後座籠子中。

經過兩個小時的搶劫，安特李

姆帶領假冒的執法小隊盜走超過半

噸大麻，以及兩個保險箱，內有價

值超過 60 萬美元現金、匯票以及貴

重物品。

搶劫發生幾個小時後，安特李

姆與 44 歲的同夥邁克布萊德（Kevin 

【看中國洛杉磯訊】   洛杉磯市

長加西堤（Eric Garcetti）近日接

受 FOX11 有關遊民吸毒危機的採

訪時，嚴厲批評加州 47 號法案導

致執法系統破碎，說他感同身受洛

杉磯警局面對該惡法時的沮喪。

警局市中心分局的指揮官

Scott Harrelson 說，一些重罪被

重新歸類為輕罪，他們就無法像

之前那樣強制人們去戒毒，這對

街頭吸毒人數肯定有很大影響。 

Harrelson的管區涵蓋洛城貧民窟。

在 FOX11 近日被點閱 200 萬

次的影片中，洛杉磯街頭觸目皆是

吸食冰毒的遊民，三三兩兩或蹲踞

或站立吞雲吐霧、甚至仰躺在地，

拋棄的針頭隨處可見。旁白說，他

們敢在警局轉角處吸毒。

加西堤在周三接受 FOX11 採

訪時表示，他同意洛警局官員的看

法。 “如果有人被捕卻不必入獄服

刑、即使暫時進監也不被起訴，或

者被起訴了卻不會被判刑、就算被

判刑卻立即出獄──這就是一個破

碎的體系。”

加西堤還說，因為自己是民主

黨人，人們可能錯愕他怎會講出這

種話，但他說“我不支持 47 號提

案，因為我擔心這是本末倒置（把

馬車放在馬的前面）。我想我們都

同意不該花費納稅人的錢將某人關

進監獄 20 年。但如果（犯罪行為）

根本沒有任何後果、如果不能強制

人們戒毒治療，看看洛杉磯街道就

知道後果了。”

47 號提案的一個主要承諾是州

檢驗結果。

梅森尼爾說：“最初我們將發放

200 組檢測套件至國內的實驗室，

還有 200 組將分發到指定的國際實

驗室，每一組可以檢測 700 至 800

個患者樣本，預計此過程將需要幾

天。這意味著下週之前，我們就能

大大提高檢測和應對這種新病毒的

能力，各州都將開始進行測試。”

她還提到，CDC 也認識到當前

局勢的不確定性，為了能盡量降低

病毒對社區的影響，“僅在 CDC，

就有 800 多個人正在對此（新型冠

狀病毒）進行研究，還有近 200 位

工作人員在機場、國防部及各州協

助進行檢查。”

FDA 首席科學家辛頓（Denise 

Hinton）也在會議中表示，FDA 不

僅授權允許 CDC 在全國向合格的

實驗室發放測試套件，FDA 也已開

發出一個 EUA 審查模板，以測試

和檢測新型冠狀病毒。

截至目前，美國共有 12 個新

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而上個月 29

日抵達河濱縣馬奇空軍基地的首批

撤僑乘客中，有一名發燒兒童經檢

測為陰性已返回基地繼續隔離，但

周四又一兒童入院檢查，正在等待

結果。

另外，梅森尼爾還說：“我們

還會有四架包機將乘客從中國武漢

載美國。 目前這些撤僑包機計劃

將降落在 3 個州的 4 個地點，包

括加州的特拉維斯空軍基地和聖地

亞哥的米拉馬海軍陸戰隊航空站，

還有德克薩斯州拉克蘭空軍基地

（Lackland Air Force Base）以及內

布拉斯加州的艾普利機場（Eppley 

Airfield）。  ※

監獄囚犯減少後省下的錢會撥給地

方政府，用於戒毒和精神病治療。

但加西堤對 FOX11 說，洛杉磯至

今也沒見到一毛錢，而他卻亟需這

筆錢來處理 47 號提案放出來的前

囚犯或是街頭的流浪漢。他說：“我

們不想為獄中一名囚犯一年花費 20

萬美元，但是，為何不花 4 萬 -5 萬

美元幫助他們離開街道戒毒呢？”

當被問及二類犯罪增加時，加

西堤說：“毫無疑問，我很擔心街

頭犯罪問題，我們已經註意到了，

無論是小金額的偷盜罪還是吸毒都

有所上升。不幸的是，大部分這些

犯罪都被取消了刑事定罪。我認為

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這個問題。”  ※

McBride）駕駛一輛租來的卡車，將

價值 150 萬美元的大麻及大麻產品

運到了核桃市的一間倉庫，將大麻

交給金嫌出售獲利。

金嫌於 2019 年 11 月被定罪後

一直關押在聯邦監獄。檢方在訴狀

中說，雖然金未直接參與搶劫，但他

是整個計劃的策劃與組織者，是整

個搶劫的重要促成者。

安特李姆於 2018 年 11 月被捕，

2019 年 3 月承認多項武裝搶劫相關

重罪。在金嫌的庭審中，安特李姆出

庭作證說明他如何在金的協助下策

劃及實施搶劫。安特李姆的判決聽

證定在 4 月 13 日進行。

5 名其他被告，包括邁克布萊德

都已經認罪，將在未來幾個月接受

宣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