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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僑聖地牙哥確診 
病患曾被誤診出院

聖克拉拉在沼澤地

上空噴灑殺蚊劑

美航延長停飛中國

部分回美人員回家

議員提議：加州接管太平洋瓦電

舊金山灣區遭強風襲擊致數千戶斷電

自媒體抱怨谷歌掩蓋武漢肺炎真相

有網民抱怨，谷歌下屬的 YouTube 等海外社交媒體也在過濾與疫情相關的內容。 (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洛杉磯訊】   中共封鎖

網絡、掩蓋武漢肺炎疫情是眾所

周知的事實。然而有網民抱怨，

谷歌下屬的 YouTube 等海外社交

媒體也在過濾與疫情相關的內容。

2 月 5 日，自媒體頻道“財經

冷眼”發帖說：“最近做的 10 期的

武漢肺炎的節目，除了一期外，

其它 9 期全被黃標，沒有廣告收

入。剛開始以為是個別現象，現

在發現好幾個 youtuber 都有這種

現象，開始有點相信陰謀論了！

難道 youtube 也像世界衛生組織

和國際航空協會等組織一樣，被

買通了嗎？這麼大的人道災難，

史無前例的生化危機，為什麼不

鼓勵揭露真相？”

自媒體人郭寶勝也在推特上發

問：“據說 WHO 世衛目前擔任了

替中共在海外就武漢肺炎維穩的

人物，WHO 與 GOOGLE， FB 等

合作，關於肺炎疫情要以 WHO 為

準繩，對謠言要採取措施制裁。

各位的 YOUTUBE 頻道最近一兩

天有什麼變化嗎？”

對 此， 曾 經 提 告 谷 歌

的“人 工 智 能 組 織”（The AI 

Organization）創辦人帕薩（Cyrus 

A. Parsa）於 2 月 7 日在其網站

（theaiorganization.com）發表文

章認為，谷歌在刻意掩蓋冠狀病

毒死亡數據。

文章說：通過修改算法，谷歌

和很多社交媒體正在積極減少統

計出的冠狀病毒死亡人數。社交

媒體已禁止的帖子包括：提供替代

性解釋，有更高死亡人數，或報

告病毒可能的突變或原因等。

通過人工智能技術，社交媒

體評級用戶貼的言論是否能“過

關”，一旦過不了關，貼出的信

息、視頻或文章會被降級、刪除

【看中國洛杉磯訊】    加州政府

及包括柏克萊加大在內的幾個大學

聯盟在週一上午宣布，他們將開啓
一個讓學生藉由公共服務來賺取獎

學金並完成課業的項目。參加這個

項目的學生將從事公共服務工作，

並解決當地社區最迫切的問題。這

些社區服務工作將與學校配合安

排，為學生設計一套完整的四年課

程，讓學生在畢業後能夠順利進入

社會服務的行列工作或研究所研

究。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總共準備了

大約 320 萬美元的經費提供獎學金

之需。 ※

【看中國聖地牙哥訊】    美國疾

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週二（2

月 11 日）向媒體確認，乘坐兩架

撤僑包機抵達聖地亞哥的二百多人

中，一人被確診感染了新型冠狀病

毒（2019-nCov，俗稱武漢肺炎病

毒）。該患者曾因 CDC 之前發出的

錯誤檢查結果被送回隔離區。美疾

控中心說，此次誤放患者的原因是

檢測樣本標記錯誤。 CDC 仍在調

查與該名患者有過接觸的人員。就

初步的調查結果看，患者與他人的

接觸有限，因為患者在出現症狀後

自身也採取了一定預防措施。目前

患者已被送回進行觀察和隔離。  ※

【看中國舊金山訊】    週三（2

月 12 號）上午 7:30，聖克拉拉縣

在聖荷西和 Palo Alto 的沼澤地上

空，用直升機噴灑殺蚊劑。這架

直升機將噴灑 Palo Alto 的洪水盆

地（Flood Basin）和在聖荷西境

內的 Zanker 濕地。洪水盆地位於

101 號高速公路以東，Baylands 自

然保護區以南； Zanker 濕地在 Los 

Esteros路以北和Grand大道以東。

這是聖克拉拉縣年度水道處理措施

的一部分。聖克拉拉縣預計，如果

不及時進行治療，鹽沼中這些大量

的蚊蟲幼蟲將會在 2 月中旬至 3 月

中旬成年。  ※

【看中國舊金山訊】    美國航空

公 司 (American Airlines) 週 二（2

月 11 號）宣布，從舊金山經洛杉

磯飛往中國上海、北京和香港的航

班的停飛，將從 3 月底延長至 4 月

底。直接從舊金山飛往中國的美聯

航，已暫停飛往香港的航班，截止

期為 2 月 20 號，飛往中國內地的

航班停飛至 3 月 28 號。另外，週

二上午 10 點，195 名從中國撤離後

隔離在河濱縣空軍儲備基地的 195

名人員獲准離開。在為期兩週的隔

離期結束後，沒有人感染冠狀病

毒。兩名出現症狀的患者被帶離基

地進行治療和進一步檢查發現，兩

人的病毒檢測均呈陰性。 ※

【看中國舊金山訊】    加州參議

員韋納（Scott Wiener）2 月 3 日提

出一個新法案，建議強迫加州納稅

人買下破產掙扎中的太平洋瓦電公司

（PG&E），將其轉為公共實體公司。

據美聯社報導，該法案建議，

由納稅人借錢購買太平洋瓦電的所

有股份（市值約 90 億美元），將該

公司轉為受公開記錄法約束的公營

事業單位，由加州政府持有；而地方

政府也可以購買其部分電網，設立

自己的公用事業單位。韋納說，太平

洋瓦電總是討好華爾街，專注於股

東回報和利潤，但卻放任基礎設施

惡化。但 PG ＆ E 表示，該公司“堅

信”政府接管不會奏效。公司發言人

也表示，PG ＆ E 的設施不出售。他

們會專注於公平解決野火賠償及破

產問題。 PG ＆ E 是投資者擁有的

【看中國舊金山訊】    大 2 月

9 日上午，舊金山灣區遭受強風

襲 擊， 聖 海 倫 娜 山（Mount St. 

Helena）上的風力達颶風級別，強

風刮倒樹木，索諾瑪（Sonoma）、

奧克蘭（Oakland）均有房屋受損，

大風還導致數以千計的家庭斷電。

在靠近州際 880 高速的 238 高

速北邊，有電線桿被大風刮倒，

導致數千戶斷電。在塞拉內華

達（Sierra Nevada），國家氣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安裝

遠程傳感器測得的最高陣風時速，

高達 209 英里，這一強大的風速在

或“被黃標”（取消作者的廣告收

入）。

為實施監控，中共使用人工智

能、人臉識別和其它生物識別技

術，並得到了谷歌和很多大的科技

公司的培訓。因此，數據和信息的

傳遞在中國幾乎是全程被控制的，

中共的違法活動通過政府、軍隊、

警察和流動醫療點的秘密協調而被

掩蓋。

文章還說：如果爆料的信息對

全球人的安全有利，但被谷歌或其

它科技公司掩蓋，那將來谷歌他們

可能受到刑事指控，參與其中的工

程師也不能倖免──尤其爆料揭露

中共極權的信息或可挽救人的生

命，如預防感染冠狀病毒的措施

等。

對 YouTube 內容審查政策的

抱怨由來已久。去年 6 月，谷歌

CEO 皮查伊（Sundar Pichai）在

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他們會根據

質量對內容進行排名，並防止“擦

邊”內容。他說有寫內容並非完全

違反政策，但仍可能造成傷害。

他說：“YouTube 擁有整個互

聯網的規模，我認為我們正在取得

很大進步，我們試圖為視頻帶來更

多權威來源和事實檢查，這可能會

引起爭議。有時我們會搞錯，但我

們正在努力改進。”

大陸感染者已達上百萬？

帕薩說：中共當局一直在刻意

隱瞞真實疫情，從社交媒體平台上

公佈出來民間信息可判斷中國大陸

感染和死亡的人數遠遠超出中共官

方公佈的數據。根據他 20 年來對

中共政權的研究和調查，可以肯定

中共政府在撒謊，在掩蓋政府的無

能和犯罪行為，同時誇大渲染“業

績”。

“人工智能組織”收到大量報

告，曝光 15 億人口的中國實際感

染冠狀病毒的人數已達上百萬。更

令人震驚的是，數千被強行火化的

冠狀病毒感染者中，部分並未死

亡，而是處於隔離或準備不足等人

為原因被殺害。  ※

加州三大電力公司之一， 為加州北部

約三分之二的地區提供天然氣和電

力，服務約 520 萬家庭。加州其它

兩家主要電力公司分別為南加愛迪生

（SCE）與聖地亞哥瓦電（San Diego 

Gas Electric）。

2019 年 1 月，PG ＆ E 宣布尋

求破產保護，說無力負擔潛在的 300

億美元野火賠償，因該公司設備涉及

了包括 2018 年坎普大火在內的多起

致命大火。

州長紐森（Gavin Newsom）之

前否決了太平洋瓦電 225 億美元的

賠償協議，稱其減輕債務有限，PG

＆ E 仍無力承擔 500 億美元的電網

升級費。州長還威脅說，如果 PG ＆

E 沒有做出可接受的改變，他將接

管該公司。韋納的提議是仿照長島

電力局的作法，該局在 1998 年借入

了近 70 億美元，購買了前長島照明

公司的基礎設施。但據 Concentric 

Energy Advisors 的報告，2013 年，

由於債務不斷增加，長島電力局被

迫再次僱用投資人所有的公用事業

公司來管理電力系統。

上週，PG ＆ E 承諾對其董事會

進行大修，以免被州政府接管。

去年 7月，紐森簽署爭議很大

的 AB1054 提案。該提案允許通過

年度安全認證的電力公司運用 105

億美元的基金，並可以從 105 億美

元的“流動性基金” （電力客戶的月收

費）中獲得貸款。根據該新法，要

獲得最高 210 億美元的資金，電力

公司也需付出 50 億美元，其中 PG

＆ E 將負擔大部分成本。而如果聖

地亞哥瓦電和愛迪生公司也同意參

與，幾家電力公司將分攤 50 億美元

的成本。

當時，來自火災易發農村地區

的共和黨眾議員 James Gallagher

就說，他被迫同意了AB1054。因為

反對者最希望看到政府接管 PG ＆

E，“ 如果有什麼比大企業更糟糕

的，那就是大政府” 。  ※

上午 7:45 左右測得，該傳感器安裝

在海拔 9,186 英尺所在的柯克伍德

滑雪場（Kirkwood Ski resort）的

升降椅塔上。

若獲確證，這一風速，將成為

加州有紀錄以來的最強風力紀錄，

超過 2017 年 2 月在阿爾派滑雪場

（Alpine Meadows） 測 得 的 時 速

199 英里的風速紀錄。

國家氣象局警告稱，在塞拉山

脊上的風速也相當強勁，時速為 20

至 30 英里的東北風，逐漸將增至

55 英里，塞拉山脊的風速可達每小

時 150 英里以上。氣象預報顯示，

週日下午風速還將有所增強，國家

氣象局對灣區發布大風示警，將持

續到 2 月 10 日上午。

國家氣象局的推特上，展示了

北灣聖海倫娜山的風力逐漸增強的

軌跡，從 2 月 8 日（週六）晚上 8

時起的微風，到當天晚上 11 時已

經逐步增強到每小時 25 英里，週

日凌晨 1:10 風速增加到每小時 58

英里，接下來逐步增加到 81 英里。

大風給灣區居民帶來麻煩，整

個舊金山灣區風速超過每小時 50

英里，從阿拉米達（Alameda）到

馬林縣（Marin County）有若干樹

木被刮倒。由於大風影響，從阿拉

米達、奧克蘭和瓦列霍（Vallejo）

開往舊金山 41 號碼頭的渡輪暫停

營業，去往舊金山著名景點惡魔島

的渡輪業務也停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