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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軍機擾臺   美國航母巡航 

羅斯福號航母印太巡航

據報導稱，根據AirNav網站

17日上午的資料顯示，一架美國

海軍羅斯福號航母上的 E-2C預警

機，正在通過巴士海峽上空，而羅

斯福號航母日前剛結束與美利堅號

兩棲突擊航艦，在臺灣東部菲律賓

海北方的指揮操演。

軍事評論員施孝瑋判斷，這架

由羅斯福號航艦上起飛的預警機朝

巴士海峽飛，代表羅斯福號航艦戰

鬥群即將通過巴士海峽。施孝瑋表

示，美軍要部署航母到西太平洋地

區或之後要去中東做部署，一定會

經過臺灣周邊海域；預警機升空、

警戒，可觀察三、四百公里的動

態，主要目的是當航母打擊群通過

時，不希望有意外或不預期的事情

發生，也提醒周邊閒雜船舶、機艦

勿太靠近。

施孝瑋認為，羅斯福號下一步

可能要往中東方面移動，其航母打

擊群會經南海、印度洋到中東，這

可能是任務之一。因為過去美國在

中東擺設航母打擊群進行中東維和

安保任務。施孝瑋還提到，這次羅

斯福號航艦戰鬥群編組中，特別

納編了 1996年臺海危機的美海軍

CG-52碉堡山號神盾艦。

該艦當年從日本南下開進臺

灣海峽，就在小琉球外海偵測到中

國大陸先後發射四枚飛彈的相關信

息，並將飛彈射擊信息立即提供給

臺灣運用；該艦當年納編的獨立號

航空母艦戰鬥群，所有軍艦都已退

役，唯有CG-52碉堡山號神盾艦仍

在服役中，這次納編在羅斯福號航

艦戰鬥群前來臺灣周邊進行操演與

巡弋任務，對外有著另一層用意。

美軍反制中方軍機擾臺

臺灣《民視》報導稱，中國軍

機自 10日飛越臺海中線挑釁後，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近

日中國軍機繞臺，引發區域情勢

升高。2月17日，羅斯福號航母打
擊群，從美國聖地亞哥港啟程，

開始執行印太地區巡航任務。期

間，美艦羅斯福號上的一架預警

機，被發現在臺灣南端的巴士海

峽上空飛行，代表航艦即將通過

巴士海峽。外界評論認為，美國

針對中國的軍事挑戰，展示強大

威懾力量。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導】

武漢肺炎疫情令香港就業市場雪上

加霜，可能令失業率「急速惡化」。

2月 16日，香港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在網誌中說，這波疫情對香港

的經濟會造成「海嘯式」的衝擊，

可能大於 2003年 SARS疫情的

時候，並且不再只是零售、餐飲或

旅遊業受到衝擊，而是不少企業都

面臨「斷崖式」萎縮，進而導致失

業率急速惡化。他還表示，隨著政

府推出逆週期紓困措施，新財政年

度的預算赤字將升至歷史最高。並

預計於2月26日公布下一份預算。

裁員潮已現 失業率惡化
根據彭博社的預估，香港 1

月分失業率料升至 3.4%，為 2016

年以來的最高水平。香港旅遊發

展局的數據顯示，2月初每日平均

訪港旅客流量下降至不足 3,000人

次。根據彭博社彙總的數據顯示，

這比去年同期的每天近 20萬人次

下降了 99%。

進入 2月以來，已陸續有企業

公布裁員、減薪及停業等措施。料

2月的失業情況也不樂觀。莎莎在

宣布暫時關閉旗下港澳地區 21間

零售店之後，宣布公司會裁員，但

不超過總員工的 3%。同時對高級

管理層將減薪約 40%，基層員工

香港遇「海嘯式」衝擊「斷崖式」萎縮 失業率或急速惡化

際，武漢肺炎疫情不但使抵港遊客

少到不能再少，也使當地居民避免

逛街購物。

香港零售業的銷售額一年來

直線下降，經濟已經連續三個季

度萎縮。香港 1月零售銷售創紀

錄最大降幅，下降 30%左右。香

港 2月遊客數量降至日均 3000人

以下；1月為 100000人，已經較

2019年同期減少逾一半。香港旅

遊業議會稱，旅行社和其相關業務

紛紛關門，已經導致 40000多個

工作崗位面臨風險。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稱，已經進

入了威脅到生存的「超級寒冬」。

黃曆新年的前 10天是一年中的最

重要假期，但零售業務平均較去

年同期減少 30∼ 50%，珠寶、

手錶、化妝品和服裝銷售下滑幅

度高達 80%。香港失業率目前為

3.3%，預計今年將大幅上升。

駱惠寧在港改寫不少紀錄

獨立智庫天鈞政經此前撰文

〈港澳系統風暴 中聯辦換人無濟於

事〉認為，北京當局選擇了已經準

備在全國人大養老的駱惠寧赴港接

任，習近平陣營此舉雖然打破了以

往的官場慣例，但也在情理之中。

1954年10月出生的駱惠寧，

駱惠寧提出「維穩」要求

據官媒中新社報導，2月 17

日，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走訪華

潤 (集團 )有限公司、招商局集團、

中國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中石

化 (香港 )有限公司等在港中資企

業，調研「肺炎疫情防控、市場供

應、金融紓困及風險防範等工作。」

中銀香港推出「還息不還本」

等金融服務支持措施受到駱惠寧的

讚揚，並要求中銀香港「可再謀劃

推出一些金融支持和紓困措施，幫

助中小企業和廣大市民應對經濟下

行帶來的困難。」

過去一星期，武漢肺炎疫情蔓

延的心理作用下，香港民眾出現搶

購日用品的行為，不僅大米、罐

頭，連手紙等都被搶購一空。持續

的疫情對香港中小企業經營、金融

市場穩定和市民收入都造成了衝

擊。在香港陷入十年來首次衰退之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

導】案發現場是旺角一家惠康

超級市場，2月 17日清晨約 6

時，一名送貨工人將一批紙送

抵該店時，3名戴帽及口罩的男

子突然衝前，其中一人雙手持

刀，逼令工人將 50條共 600卷

手紙（總值約 1695港元）放

入一輛手推車內，然後「連紙

帶車」逃去無蹤。

據報警方其後根據附近閉

路電視追蹤到一家賓館，最終

在案發 6小時後到該賓館逮捕

兩名涉案男子，尋回該批「贓

物」；其中一名嫌犯仍然在逃。

近日武漢肺炎疫潮下，香

港市民人心惶惶，擔心防疫和

生活用品出現短缺，連日來四

處搶購口罩、手紙等生活用

品。超市目前已限制每名顧客

只能買兩條手紙，但是往往貨

物一上架即被搶光。網民更拍

到有屋苑的窗臺堆滿手紙，引

起網絡熱議。

被劫超市今日開門營業後，

店內手紙再被搶購一空。有街

坊對這宗手紙劫案表示「聞所未

聞」、「離譜」、「瘋狂」；但也

有市民表示，在人人蜂擁搶購

下，買手紙確實十分困難，試過

十天也買不到，價格也被搶貴。

一位市民道，連賊人都不搶錢而

搶手紙，反映了疫情失控下市民

的恐慌心態。

香港消費者委員會也呼籲

市民不必搶購手紙，因搶購只

會令供應緊張，價錢被抬高；

又提醒囤積可能導致手紙受潮

滋生細菌，得不償失。

香港手紙劫案甚至引起了

外媒關注，英國 BBC、《金融

時報》、《衛報》、美國 CNN、

《時代雜誌》網站紛紛以「持械

劫匪搶手紙」為題報導了這宗

事件。CNN報導指，這宗劫

案是由武漢肺炎所引起的恐慌

觸發。較早時港府宣布封閉部

分連接中國大陸的關口以防控

疫情以來，民眾紛紛擔心物資

供應會出現短缺，開始搶購手

紙、米、消毒液等用品。目前

香港已有 60人確診感染武漢肺

炎，1人死亡。

《衛報》指，中國大陸的

武漢肺炎疫情在香港引起一場

恐慌性搶購潮；僅管港府一再

重申物資供應不受影響，但手

紙仍然脫銷；此一現象反映香

港人經歷過 2003年北京掩蓋

SARS疫情、導致 299名港人

染病死亡後，在公共衛生問題

上，已經不再信任政府。

在 2019年 11月卸任中共山西省

委書記，根據中共〈黨政領導幹部

職務任期暫行規定〉，省部級黨政

正職官員是 65歲退休，之後到人

大等處任閒職「養老」。駱惠寧

2019年 12月 28日才正式出任全

國人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屬於中共官場正常退休安排。

不料，僅過了一個週，駱惠寧

就被任命為香港中聯辦主任。與歷

任香港中聯辦主任相比，駱惠寧任

職前從未在港澳系統、外交系統擔

任過相關職務，但卻是唯一擔任過

地方一把手的人。他是唯一從全國

人大赴香港任職的，還是歷任中就

職時年齡最大的中聯辦主任。

對此，天鈞政經團隊認為，北

京當局做出免去王志民香港中聯辦

主任及任命駱惠寧的決定，很可能

是臨時的決定，或許是香港警察新

年發射的第一顆催淚彈激發出更多

民怨和壓力造成的。這也是中共官

場比較罕見的現象。不過，依照香

港目前的局勢，無論是習近平陣營

的人，還是江澤民派系的人馬，但

凡在中共官場還希望自己仕途能上

升的人，都不會選擇在此時接手這

個「燙手的山芋」。已年滿 65歲

的駱惠寧是合適的過渡人選。即使

局勢惡化，也不會對其進行問責。

肺炎來襲  港中聯辦主任維穩 香港劫匪不搶錢   竟搶手紙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香港

反送中運動未平息，武漢肺炎疫情

又來襲，香港經濟再承壓，民生亦

有亂象顯現。1月初低調上任香港
中聯辦主任的駱惠寧，走訪在港中

資企業，要求「維穩」。

美軍陸續派出各式軍機密集反制，

包括 P-8A反潛機，在澎湖西南

空域盤旋，EP3偵察機從日本沖

繩基地來到鵝鑾鼻南方訓練，還有

特戰運輸機MC130由北往南通過

臺海，和兩架 B52轟炸機巡弋臺

灣東部空域。

美國海軍也在 15日開出塞勒

斯維號神盾艦通過臺海，第七艦隊

更主動公布畫面，加上羅斯福號航

艦巡弋，嚇阻北京意味明顯。全球

防衛雜誌陳國銘表示：「這有可能

是美國航空母艦例行性的返港行

程，順便經過巴士海峽，來表達對

臺灣的支持。航空母艦是打擊力很

強的艦艇，所以它並不會靠近狹窄

海域，如果它經過狹窄海域又特別

宣布的話，其實就是有外交跟政治

的意涵。」

前立委陳昭南也表示，中國軍

機繞臺，被認為是表演給國際看，

中國軍隊尚未被「武漢肺炎」所癱

瘓。「而美國航母戰鬥群進入西太

平洋的政治意涵解讀，也在於，因

疫情快速擴散所引發的中國內部騷

亂，美國正告中國軍方不可蠢動。」

報導稱，美國航母上次通過臺

海是 2008年的小鷹號，這回雖然

只到臺灣南端海域，但被視為是美

軍對中共擾臺發出嚴正關切。

美海軍羅斯福號航艦上的E-2C預警機2月17日通過巴士海峽上空 。(GETTY IMAGES）

則減薪 10%至 15%。海皇粥店則

執行八成支薪，後勤員工每月放無

薪假，經理級放 6日，普通員工放

3日。香港航空也於月初宣布將會

裁員 400人，同時要求地勤人員每

月放無薪假最少 14日。

除了與遊客直接相關的行業面

臨失業潮，地產業也是重災區。

據地產代理監管局數字顯示，僅

2020年 1月的一個月期間，有 84

間地產代理結業。香港中小型代理

的地產代理業聯會主席郭德亮警

告，若疫情持續多二至三個月，行

業約有一成人失業，近四千人恐丟

飯碗（2020年 1月底，香港持牌

代理人數為 39322人）。

安俊人力資源顧問董事總經理

周綺萍對《蘋果日報》表示，武漢

肺炎疫情令香港就業市場雪上加

霜，零售、餐飲、旅遊及航空業均

面臨裁員潮，預計這些行業的失業

率最高會見雙位數水平。整體失業

率或於短期內升至 5%至 6%，如

果疫情還將持續，失業率有機會升

至 8%。

據香港電臺報導，港府於 2

月 14日提出 21項措施，協助市

民和業界應對疫情。措施包括向低

收入家庭平均每戶發放 5000元；

學生學習津貼加碼至 3500元等。

林鄭月娥否認是「亂派錢」，並表

示將會向財委會申請撥款。另外，

逾 700名教育中心聯署成立的「教

育中心聯盟」也於 2月 14日表

示，有 9成教育中心 2月是「零

收入」，已陷入財務困境。分析認

為，若出現倒閉潮，會令超過 10

萬名業界人士失業。

香港旺角一些商店拉上大閘門。     （夏荷 / 看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