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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20國WTO優惠  美經濟領先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

武漢肺炎疫情持續擴散，中國軍

隊、武警疫情日益嚴重，最新消息

是海軍爆發疫情，潛艇部隊更加

高危。已知 26名軍隊武警官兵確

診（另有 20名隨軍家屬），超過

2500名軍警被隔離。

總部在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

信息中心 2月 11日報導，針對解

放軍、武警疫情日益嚴重，近期中

央軍委已下發 12個緊急通知，對

「疫情工作領導」「營區和家屬區

疫情」，「隔離觀察」「春節後大

客流大返營」「訓練中疫情防控」

「心理疏導」，「政治紀律」等方面

做出嚴格規定，違反規定會受到黨

紀，軍紀甚至是免職的處分。海

軍、空軍、陸軍，火箭軍也做出不

同指引對疫情防控。目前空軍全部

設立飛行員隔離區，地勤人員不容

許接觸飛行員，而執行重要訓練的

飛行員，已被要求暫時不回家同家

屬接觸。

海軍已出現疫情

報導指出，最新消息是海軍已

出現重要疫情，位於海南三亞市的海

軍潛艇部隊有一名軍人確診新病毒肺

炎後，有 300名海軍被隔離，而原

定 2月開始的核潛艇重點訓練項目

已暫停。位於三亞的解放軍總醫院

（海南）醫院準備為 3000名人員做

新病毒肺炎樣本測試，重點是近期

有出海訓練任務的潛艇人員。

據悉，目前海軍屬於高危軍

種，按照每年的訓練計畫，中國新

年後海軍會是出海高峯期，但近日

各地許多測試出現「假陰性」，而

疫情擴散至軍隊武警系統   近50人確診  超過2500人被隔離

美國之音報導，2月 10日，

白宮舉行美國州長商務會議。川普

總統說，美國經濟目前在全球範圍

內依然名列第一，按照美國經濟規

模來看，現在已經遠遠領先於中

國。美國正在創造歷史上最繁榮的

經濟時期。

報導稱，美中貿易戰沒有給美

國經濟造成嚴重損傷，在 2019年

依然保持了增長勢頭。根據美國商

務部近期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與

2018年相比，2019年美國全球貿

易逆差減少了 1.7%。與此同時，

美國人也對美國經濟形勢持有樂觀

態度。蓋洛普日前公布一項民意調

查顯示，約 59%美國人認為他們

目前經濟狀況要好於一年前。

《華盛頓郵報》2月 10日報導，

美國人信心的增加及樂觀情緒對美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報

導】據美國國家反情報和安全中心

（NCSC）2月 10日發布的一份新

文件顯示，美國正在面對越來越多

的外國間諜活動，對國家安全造成

威脅，其中有五大關鍵領域是海外

間諜機構主要的打擊目標，包括：

美國的關鍵基礎設施、關鍵供應

鏈、經濟、民主、網絡和技術行動

等五大關鍵領域最常成為外國情報

機構打擊的目標。

CBS新聞引述「2020-2022年

國家反情報戰略」內容指出，外國

情報機構正變得更加複雜與危險，

因為現在各類技術非常先進，間諜

可以用很低的風險針對更多目標。

該戰略報告將俄羅斯、中共、古

巴、伊朗和朝鮮列為重要的國家對

手。此外，黎巴嫩真主黨、伊斯蘭

國和基地組織以及其他犯罪分子也

對美國構成「重大威脅」。

報告指出，境外情報機構或個

體獲取情報的能力和技術越來越成

熟，採用的技術包括先進的網絡工

具、生物識別設備以及技術監控設

備等。外國情報機構的目標大多是

美國的聯邦機構，但也一些私營部

門和學術機構成為這些情報機構的

目標。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綜合報導】美

國總統川普近日在演說中稱，美國

經濟依然是全球第一，他也談到了

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又稱：武
漢肺炎）的情況。此外，川普總統

為首的美國政府正在修改美國貿易

救濟法一項主要豁免選項，取消美

國給予中國大陸、印度等20多個國
家地區的世界貿易組織（WTO）
特別優惠待遇。

美五大領域成海外間諜目標 北京爆73起群聚感染疫情

國經濟非常重要，從而促使消費者

增加支出，這是美國經濟增長的最

為重要的動力。川普總統在白宮舉

行的州長商務會議上稱，如果美國

人選擇了一個錯誤的人進入白宮，

那麼中國經濟規模超越美國只是時

間問題。如果選擇了正確的人入主

白宮，那麼中國經濟將永遠不會超

過美國。

在談及 2019新型冠狀病毒

時，川普總統說，目前「武漢肺

炎」疫情在美國境內的情況還行，

這種病毒或許會在 4月天氣轉暖

而消失。他說：「我們現在正在討

論新型冠狀病毒，很多人認為 4

月分時天氣變熱，病毒也會隨之消

失。通常情況下，這種病毒會在 4

月分消失。」

臺灣中央社 2月 11日引述美

國財經媒體報導稱，美國貿易代

表辦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發布通知，針對其他國

家通過不公平出口補貼危害美國產

業的政策，為降低調查門檻，美國

減少已認定的發展中國家與貧窮國

家的數量。美國政府有必要修改對

發展中國家的反補貼調查法規。

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新加

坡、韓國、印度、巴西、阿根廷、

南非、保加利亞、哥倫比亞、哥斯

達黎加、喬治亞、印尼、哈薩克、

吉爾吉斯共和國、馬來西亞、摩爾

多瓦、蒙特內哥羅、北馬其頓、羅

馬尼亞、泰國、烏克蘭、阿爾巴

尼亞和亞美尼亞等 20多個國家，

被美國取消了發展中國家特殊貿

易待遇。

報導稱，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的通知表明了，20年來美國對發

展中國家貿易政策的一次重大改

變，將對全球一些出口貿易大國產

生衝擊；也顯示中國大陸、印度等

世界大規模經濟體享有WTO發

展中國家貿易優惠待遇的現象，已

經引起美國的不滿。 1月出席瑞

士達沃斯論壇時，川普總統再次

表達了自己不滿的意見，他認為

WTO沒有公平對待美國。

美國總統川普（Alex Wong/Getty Images）

美國國家反情報和安全中心

主任威廉．埃凡尼納（William 

Evanina）在報告中說：「私營部門

和民主機構受攻擊的次數越來越頻

繁，這不再是美國政府可以單獨解

決的問題。」「這需要包括私營部

門、民眾以及美國盟友的回應。」

威廉．埃凡尼納一直警告說，

北京對美國構成了最大、最長久的

間諜活動威脅。北京每年對知識產

權的盜竊導致美國每年遭受高達

400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即每戶

美國家庭每年的稅後損失約為 4000

美元。他說：「這是一個政府問題。

這是聯邦調查局的問題。這是美國

的問題。」

美國國家反情報與安全中心提

出了幾項建議，以應對外國間諜活

動帶來的威脅，包括建立夥伴關係

和信息共享，確定資源需求，以及

針對間諜活動威脅建立新的「技術

對策」等。報告還建議，美國必須

利用所有國家力量的工具，包括進

攻性和防禦性的反情報手段，以應

對這些嚴峻的挑戰。

此外，外國的間諜活動不僅威

脅美國國家安全，還影響到美國的

經濟活力和社會安全。就在週一，

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和司法部其他官員宣布一

項與網絡黑客相關的執法行動，起

訴 4名中共軍方黑客。聯邦大陪

審團已起訴中共軍方第五十四研究

所的 4名成員，指控他們進行了

有史以來最大的黑客行動，攻擊了

Equifax，竊取了商業秘密和約一

半美國人的個人敏感信息。這是中

共對美國進行的一次「有組織、無

恥的刑事搶劫」。

司法部長巴爾說，2017年的盜

竊規模「驚人」，犯罪嫌疑人獲得

了將 1.45億美國人的信息。這次黑

客入侵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黑客

入侵，是「對美國人民私人信息的

蓄意而全面的入侵」。

威廉．埃凡尼納還提到了國

家情報局前局長丹．科茨（Dan 

Coats）在 2018年 7月就美國系

統網絡攻擊的多樣性和強度發出警

告。當時科茨表示警示燈已「呈紅

色閃爍」。威廉．埃凡尼納說，今

天，情況不僅沒有緩解，反而警示

燈還「閃爍得更快、更亮一些」。

雖然美國經濟是反情報戰略的

重要捍衛領域，報告也提醒美國要

捍衛民主制度，抵禦外國情報機構

使用各種傳播媒介來影響美國及其

盟國的公眾輿論。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在外界質疑北京疫情是否已

失控之時，一份北京公文意外成

為焦點。

據財經網報導，2月 10日

在北京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上，

北京市疾控中心主任醫師吳疆表

示，北京目前共發生 73起群聚感

染案例，其中 66起屬於家庭群聚

感染，占 90%左右。家庭聚集性

疫情涉及 197例確診患者，這代

表居家隔離觀察未落實，導致疫

情再擴大。

針對記者提問「若鄰居確

診，該如何預防的問題？」吳疆

則回答，僅有密切接觸者需居家

隔離，其他的居民仍可按照疾控

中心公布的 23個防控指引正常生

活，其中包含「戴口罩、洗手、

開窗通風」。

不過，北京市已經發生了這

麼多起家庭羣聚感染的病例，現

在又面臨著復工，許多民眾的擔

心表示，「北京合租房那麼多，

只要一個人得了，其他人怎麼保

障？」「上班以後疫情怎麼控制

呢？大家從各地回來，一個公司

萬一有一個，那就傳染多少個家

潛伏期可能高達 24日。故即使出

發前全部人員測試「陰性」仍可能

有人帶病毒，帶病毒者在出海後很

可能會傳染給艦艇中的大部分官

兵。而中共海軍中的航空母艦被國

際嚴密監視，有發病會成為國際新

聞。潛艇部隊就更加屬於高危，密

封的潛艇如果一人有病毒，絕大部

分人可能染病，而核潛艇出任務的

地方回航到基地可能需要至少一星

期，染病官兵可能死亡。

武警 解放軍 空軍
也確診染疫

該中心 10日報導，目前在湖

北有 10名「解放軍」，15名武警

已被確診新病毒肺炎，這些被確診

的軍人、武警分別在孝感的「空降

兵軍醫院」、武漢的「中部戰區總

醫院（漢口院）」及襄陽的解放軍

991醫院住院，襄陽 991醫院的

一名工作人員也證實有確診新病毒

肺炎武警正住院。據報，當地已有

1500名解放軍及 1000名武警正被

隔離。

另外，空降兵軍醫院，武漢中

部戰區總醫院（漢口院）這兩家醫

院也有共 20名解放軍隨軍的家屬

確診新病毒肺炎住院。加上海南三

亞潛艇基地有 1名海軍確診，300

名海軍被隔離。軍隊、武警中確診

人數達 25人，另有家屬 20人，隔

離超過 2500人。

此前，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

1月 27日報導說，湖北孝感市的

一名中共空軍保障部軍官，25日

被確診新型肺炎隔離。之後，200

名現役軍人均被隔離在孝感市一個

庭啊，瞬間覺得好恐怖。」

事實上，北京疫情似乎早已

出現失控跡象。 2月 3日，北京

召開記者會，會上宣布有 5名醫

護人員和 4名患者感染「武漢肺

炎」。而此次醫護人員感染被認

為是疫情失控的一個重要標誌。

有居住北京的紅二代向美國

媒體透露，武漢疫情已攻入北京

機關大院和部隊大院，有紅二代

及家屬確診，都集中在專為中共

高層官員提供醫療保健的「中日

友好醫院」隔離治療。目前北京

官員談疫色變，都躲在家裡不敢

出門。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官方

所發布的最新版〈新型冠狀病毒

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是命令

各省醫療院要等「無症狀」感染

者「發病」後才可列入確診病例。

近期中國發現多起「假陰性」病

例，其中一個病例是，一名北京

患者接受 3次病毒試劑檢測都呈

陰性（沒有感染），但最後在下

呼吸道樣本中發現病毒。而類似

的「假陰性」病例在寧夏、黑龍

江等地都有發現。專家認為「假

陰性」可能讓病人以為未受感染

而在外走動，造成疫情傳播。

空置的軍機機庫中。 30日該中心

再有消息指，1月 28日武漢的「武

警湖北省總隊機動支隊」盤龍城營

區一名武警被確診染新型肺炎，目

前正在一家醫院醫治，盤龍城營區

300名武警被隔離到武警湖北省總

隊的一個集訓地。信息中心致電一

名與機動支隊有密切聯繫的武漢市

民證實了該事件。

軍方疫情 祕而不宣
人權民運信息中心 2月 4日披

露，目前全國的解放軍全部兵種，

包括海、陸、空，火箭軍已暫停絕

大部分大型演習及大型集訓，絕大

部分軍營已停止放假外出及探親，

軍營內也取消每週的開會政治學

習。據報，中共全軍有 30個最高

級別的「防治工作領導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