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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衛京廣川三地考察  引質疑

【看中國記者朱莉採訪報導】武

漢肺炎疫情嚴峻，但仍有眾多大陸

民眾不知實情。近日，加拿大華人

郭女士向《看中國》披露，中國民眾

因聽信官方宣傳報導，多數人不知

武漢瘟疫真實狀況，但一些體制內

官員卻深知內情，有些也很無奈。

她希望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分享出

來，警醒國人。她認為，如果這場

人禍造成的大瘟疫還不能使中國人

覺醒，中華民族的未來堪憂！

近日，加拿大多倫多華人居

民郭女士向《看中國》爆料，她在

武漢中共機關任職的老同學，向她

透露了武漢疫情的一些真實情況，

包括「不確診、沒病房，死了就拖

走」、「幾乎所有小區都有感染」、

「醫院門前拖屍車每天跑不停，

一個車幾十個屍體，裝袋子就丟

了」、「（死亡）數據遠遠大於（官

方報導的）人命（數）」等。

郭女士的老同學還向她透露，

當地紅十字扣押捐贈，使「協和醫

院崩潰了很多次」，紅十字會還向

捐贈者收取管理費，將山東捐的 350

噸蔬菜高價賣給超市。郭女士說：

「後來她（老同學）有朋友，好心

的人就自己直接買完了口罩或防護

衣，直接送到醫院給到醫生手裡。」

郭女士還說：「共產黨為了維

穩，完全不管中國人死活，現在還在

掩蓋真實疫情，國際社會得不到真實

數據，想幫忙都幫不上！ 」郭女士感

嘆：「中華民族 5000年多麼輝煌，但

自從 1949年共產黨被引進中國後，

搞三反、五反、文革、砸廟，槍斃

和尚⋯⋯ 用各種運動打壓中國人的

信仰，強行灌輸馬克思主義，連死

武漢官員：醫院門口拖屍車不停跑 中國解禁美國禽肉品進口

中國衛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

2月 17日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

新聞發布會上披露了上述消息。

根據北京官方在官網發布的電子

報顯示，2月 16日晚間，衛健委

在北京舉辦武漢肺炎疫情防控座談

會，中外「相關成員代表約 80人

參會」。電子報最後特別寫道：

「聯合專家考察組將於 2月 17日赴

北京市、廣東省、四川省開展現場

考察。」

同日，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也在網

絡例行記者會上就世衛組織專家前往

京廣川三地進行考察做了宣傳，但未

透露專家考察組的具體名單。據《財

新》報導，中方與外方共有 20多名

專家參加這次考察，聯合專家組的 3

人先遣隊已在 2月 10日抵達中國，

成員包括世衛組織助理總幹事、加

拿大籍Bruce Aylward，及世衛組

織新型傳染病和動物傳染病代理負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週二（18日）表

示，他反對禁止向中國出售民航發

動機的做法，並認為國家安全不應

成為限制任何外國公司向美國採購

產品的理由。媒體稱，川普應該是

針對美國政府正在考慮阻止通用電

器（General Electric）繼續售賣

噴氣式民航發動機給中國一事發表

言論。

《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通用

電氣與法國賽峰集團（Safran）的

合資生產的 LEAP 1C噴氣發動

機，必須有美國政府的許可證才能

出口到中國。 美國商務部最近一

次頒發這類許可證是在 2019年 3

月。據《華日》的資訊來源，美國政

府可能會拒發許可。報導說，川普

政府內部的一些官員擔心中方可能

會對LEAP 1C噴氣發動機進行逆

向工程，以致損害美國的利益。

不過，通用電氣反對政府的這

項決定。通用電氣認為，仿製發

動機這麼先進的技術，可能要比

政府官員想像的難得多。而且，

通用電器也認為，他們生產的發動

機早已在中國存在多年，要進行逆

向工程的話，早已開始了。通用電

氣多年來不斷保證，它出售工業產

品，同時也能防止這些產品被盜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北

京官方17日表示，由20多名中外專
家組成的世衛聯合專家考察組，將

於當日赴北京、廣東和四川考察武

漢肺炎病毒。但外界質疑，專家團

為何不前往疫情最嚴峻的湖北省武

漢市考察？

【看中國訊】武漢肺炎疫情

在全球急速擴散，但世界衛生

組織（WHO）仍將臺灣排除

在防疫體系外，更將臺灣改名

為「臺北及周圍地區」，引發

國際關注。

據中央社報導稱，荷

蘭執政聯盟第二大黨基民黨

（CDA）眾議員兼該黨外交及

國防事務發言人范赫沃特及第

三大黨民主 66黨（D66）眾

議員兼該黨外交及國防事務發

言人史卓瑪，於WHO宣布武

漢肺炎為國際公衛緊急事件當

天上午，即接連推文支持臺灣

參與WHO。

民主 66黨（D66）眾議

員兼該黨體育衛生福利事務

發言人迪爾坦斯，6日也曾向

荷蘭衛生福利體育部長布魯因

斯，就臺灣未受邀出席WHO

相關會議原因，提出口頭質詢。

法國政府 18日總質詢，

國民議會友臺小組副主席高第

耶，就支持臺灣參與WHO與

否質詢總理以及新任衛生部長

維宏（Olivier V ran）。

值得注意的是：維宏在描

述臺灣的疫情狀況時，二度稱

臺灣 「國家」。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 /

綜合報導】華為起訴美國政府

限制其與美國聯邦機構及其承

包商開展業務，美國聯邦法官

於週二（18日）駁回中國電

信巨頭華為的這項起訴。

Politico報導，地方法院

法官阿莫斯．馬贊特（Amos 

Mazzant）裁定，美國國會禁

止聯邦機構和承包商從華為和

中國網絡巨頭中興購買設備，

是依照 2019年《國防授權法》

授與的許可權採取行動。

華為在去年 3月分提出

訴訟，質疑美國國會於 2018

年通過的《2019年國防授權

法》第 889 條的合法性。法

院認為，國會並沒有阻止華

為在美國開展業務，而是行使

其權力。

此外，參議院情報委員會

高級成員馬克．華納（Mark 

Warner）對 Politico表示，

華為不能利用美國法院破壞美

國的國家安全。參議員馬可・
魯 比 奧（Marco Rubio） 則

說：「美國國會在憲法許可權

內做出了良好表現，阻止了華

為進入我們的電信市場，而化

為與中共的情報系統有關。」

荷蘭、法國發聲 
挺臺灣參與世衛

質疑美國法律
華為訴訟遭駁回川普：不應禁售C919發動機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

導】中國農業農村部 2月 17日宣

布，批准進口美國所有的家禽和

禽肉產品，不再設任何限制。

2015年美國爆發禽流感，

中國因此禁止進口美國家禽和相

關肉製品。中美雙方達成第一階

段貿易協議後，履行協議的一部

分，中國取消了該禁令。路透社

報導，中國畜牧業協會成員李景

輝稱，該解禁令還包括，允許進

口美國的活禽，這將惠及美國

Aviagen 和 Cobb-Vantress 等

大型家禽養殖公司。美國是全球

最大的種禽生產國，2019年全球

禽肉產品出口額達 43億美元。

進口禁令前，中國 2013年

進口了美國價值 3870萬美元的

活禽，以及更大規模的雞腳等家

責 人 Maria D. Van  Kerkhove。

至於世衛專家組在中國大陸留抵多

久，世衛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僅 回

應，視工作範疇和需求調整。

由於此次世衛組織成員未將

中國疫情重災區湖北和武漢納入行

程，因此引發外界質疑。對此，中

共官、媒聯手快速做出回應。環球

網 17日報導稱，北京作為首都，

同時也是國家衛健委等有關部門及

中國國家疾控中心、中科院、中國

醫學科學院等重要科研機構的所在

地，因此被安排在專家組的考察行

程中合情合理。

而之所以選擇廣東，耶魯大學

全球健康政策與經濟學助理教授、

美國中國衛生政策與管理學會會長

陳希則解釋稱，世衛專家組很有可

能是為與SARS專家鍾南山交流，

也因廣東省在 SARS後，發展出

相對完善的中國衛生系統，跟北京

一樣是國內指標。

至於為何不選擇湖北？ 陳希

的回應是，湖北目前處於防控疫情

關鍵期，接待能力有限。相關消息

傳出後，民間對世衛專家組不入武

漢有另一番解讀，網友紛紛留言

說，「有腦子的人，一想就明白是

怎麼一回事。」、「你知，我知的

心照不宣。」、「明擺著，共產黨

就是要把武漢犧牲了。 」

值得一提的是，自武漢肺炎

爆發以來，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多

次公開替中共防疫說話，這讓外界

質疑他跟中共關係匪淺。 在他 16

日深夜發出推特，稱國際專家團隊

已抵達中國並開始討論武漢肺炎疫

情時，推文下方湧入大批網友對其

進行批評。 網友紛紛表示，「為中

國（共產黨）效勞的傀儡，」、「晚

了 6週，真的有點太晚，中國數千

人在受苦。」、「你拿了多少中共政

府的錢？」「也帶進美國專家，現

在不相信世衛的公信力。 」

習近平在北京會見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Naohiko Hatta - Pool/Getty Images）

版和模仿。

川普在他的推文上這麼說：

「就外國購買美國的產品這方面而

言，美國不能（也不會）成為一

個交易困難的地方，哪怕是因為我

們經常使用的『國家安全』理由。 

這將導致我們的公司被迫離開以保

持競爭力。」他接著說道：「我們

想向中國和其他國家銷售產品和商

品，這就是貿易。我們不想造成與

我們做生意似乎困難重重的局面，

那只會讓訂單轉到其他地方。舉

例來說，我希望中國購買我們的噴

氣發動機，世界上最好的噴氣發動

機。」川普還表示，他已經看到在

傳閱中的一些法規，包括國會正在

考慮的那些法規，這些法規是荒謬

的；「我想讓外國與美國做生意變

得很容易，而不是困難。在我的

政府中的每個人都如此被指示，

沒有任何藉口。美國對外開放進

行貿易！ 」

路透社報導，川普的言論明顯

是針對週末媒體報導指稱，美國政

府正考慮阻止通用電器（General 

Electric）繼續售賣噴氣式民航

發動機給中國。中國商飛公司

（Comac）的 C919噴氣客機開發

需要通用的發動機，這款窄體噴氣

式飛機在 2017年進行了試飛，預

計明年將投入使用。雖稱為國產客

機，但 C919客機除了少部分如雷

達、機翼等來自中國國內廠商，其

他的發動機、起落架、駕駛艙設

計、模擬器等，都來自美法等多國

供應商支援，也就是說 C919引擎

與關鍵零元件仍需倚賴進口。

此前有媒體報導，該問題將在

週四（2月 20日）的一次跨部門會

議上，和下週五（2月 28日）與川

普 總統內閣成員的另一場會議上進

行討論。路透社分析指稱：「這是

美中兩國在貿易、技術方面較量的

最新體現。」雖然多年以來，美國

一直支援美企與中國剛剛起步的民

航產業展開業務往來。現在，美國

可能還會對供應給中國商用飛機所

需的其他零部件的限制，比如霍尼

韋爾（Honeywell）的飛行控制

系統等。

圍繞是否限制向中國出售美

製飛機零部件的爭議核心是：這些

出口是否會令美國波音的競爭者—

法國空客迅速崛起，或者提升中國

的軍事力量。消息人士稱，若美國

實施相關限制措施，中國可能會從

空中客車（Airbus,空中巴士），

而不是從波音訂購更多飛機加以報

復。而面臨墜機事件困境的波音有

四分之一的訂單來自中國。

了都要去見馬克思。 我們黑頭髮、

黑眼睛的中國人，死了還要去見個

洋鬼子！ 這不都拜錯祖宗了嗎？！」

郭女士認為，在民主國家，政

府是民選的，政府不好老百姓可以

罵它，可以把它選下臺，它也不敢

對老百姓不好，但共產黨卻不同，

它是一黨獨裁，人民沒有選舉權，

只能任它宰割。郭女士還強調：

「共產黨把黨派和民族這個概念混

淆起來，這樣才好愚民洗腦，這樣

即使它幹了再大的壞事，它也能用

『愛國』給自己脫罪。可是它哪裡

是國呀？ 它只是強行綁架了中國的

土匪強盜！ 」

郭女士最後擔憂地表示，如果

這場由於人禍造成的大瘟疫，還不

能使中國人清醒，中華民族的未來

堪憂！

禽產品；同一年度，中國進口美

國禽肉產品超過 5億美元；因

非洲豬瘟爆發導致生豬產量大幅

下降，作為全球第二大禽類生產

國，中國一直試圖增加禽類產量

以彌補豬肉供應的緊缺。

然而，武漢肺炎疫情爆發，

令禽類生產雪上加霜，肉類價格

大漲。中國統計局數據顯示，

2020年 1月中國整體食品價格年

增 20.6%，其中豬肉價格年增幅

116%。 迫不得已之下，中國商

務部同發改委、財政部等部門於

2月 14日投放 14000噸中央儲

備豬肉。此外，中國近期多地爆

發禽流感，分析認為，中國這次

解除美國所有禽類產品的進口禁

令，應是為提供更多禽肉蛋類等

產品的供應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