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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對華高科技出口趨嚴

嚴控高科技民品對中方出口

同日，美國商務部發佈新規

定：美國公司向中方出售軍事相關

產品，即使民用產品也需要商務部

許可證。同時取消了此前對某些集

成電路、電信設備、雷達和高端電

腦等民用產品的豁免。美國商務部

長羅斯 (Wilbur Ross)聲明中表示：

「某些國家，有將從美國公司購買

的商品用於軍事用途的前科。」川

普政府還公布了另一項擬議的修

改，要求外國公司對中方出口美國

產品，也需獲得美國政府許可。 

美中關係進一步惡化

3月 12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

趙立堅稱，病毒可能是美軍帶到武漢

的，引起國際譁然，激怒了兩黨政

府。總統川普因此改變態度，直稱

病毒源自武漢，並指責北京早期隱

瞞，貽誤了的防控時機，導致全球疫

情惡化。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也多次

批評，中共拖延與國際社會分享信

息，給世界各地製造了風險。 

4月 27日在白宮的疫情發佈

會上，記者問「如何讓北京承擔責

任」，川普回答：「有很多種方法

可以讓中方承擔責任。我們認為這

（疫情）本來可以在源頭上被控制

住，本來可以很快被停止住，這樣

（病毒）就不會傳播全世界。」川普

也明確表示，美國正在調查，日後

將公布更多信息。 

美中因疫情進一步脫鉤

中國美國商會、上海美國商會

4月 17日公布和普華永道（PwC）

中國合作，3月對美國企業的問卷調

查顯示，短期內超過 1/4的受訪美

企擬將原料採購地點轉移，16%擬

將產線或供應鏈業務地點轉移。

疫情的發展曝露了美國對中國

供應鏈（尤其醫療物資的供應鏈）

過分依賴。美國官員和議員在多個

場合呼籲，將在華醫療物資供應鏈

轉移回美國。

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常駐

研究員蒂森（Marc A. Thiessen）

3月 19日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提

醒，美國應該在社會和經濟上與北

京保持距離：中共當局的行為導致

病毒大流行，是美國重新評估其與

北京的經濟聯繫，並發展藥品和關

鍵技術替代供應鏈的機會。中方關

於病毒的謊言使我們陷入衰退。「現

在該使我們的經濟和國家安全擺脫

對這個謊言政府的依賴。從中國購

買便宜的T恤和運動鞋是一回事；

但要依靠殘酷的中共極權政權來提

供拯救生命的藥品以及在 21世紀的

經濟形勢下提供基本的通信基礎設

施，則是另當別論。」

美國聯邦參議員里克．斯科特

（Rick Scott）， 2月 28日在美國智

庫哈德遜研究所在被問道如何看待

美中脫鉤的問題時說：我認為將會

出現更多的脫鉤。病毒當前，人們

不禁質疑：我們是否對一個敵意政

權過於依賴？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美國

政府4月27日宣布，嚴防中方通過
民用商業等途徑，獲取美國半導體

生產設備和其他先進技術，轉為

軍用。中共肺炎（又稱武漢肺炎、

新冠肺炎）疫情重創美中兩大經濟

體，也讓雙方進一步脫鉤。 

【看中國訊】劉強東涉嫌性侵案

再有新進展，明尼蘇達州法院 4月

27日駁回京東公司要求取消「為劉

強東進入公寓性侵劉靜堯負連帶責

任」的動議，明州刑事律師表示，

該動議可說是女方獲得初步勝利。 

劉強東性侵案中的當事女方

劉靜堯 (Liu  Jingyao)去年 4月向

美國明州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原告

的起訴書中，一共提出 6項指控，

其中 3項控訴對象是劉強東，包括

「劉強東於車內意圖傷害和毆打」、

「劉強東於車內非法限制其自由」、

「劉強東在公寓內對女方性侵和毆

擊」，另外 3項則控訴京東公司需

負連帶責任，罪名包括「意圖在車

內傷害和毆擊的連帶責任」、「在車

內非法限制自由的連帶責任」、「進

入公寓性侵和毆擊的連帶責任」。 

美國明州刑事律師周東發 4月

27日透過電話向《聯合報》表示，法

官 27日是針對京東公司要求法院取

消上述第 6項「為公寓性侵負起連

帶責任」的控訴做出裁決 ,法官表

示，現階段是將女方原告提出的訴

狀說明假定為事實，同時依據這些

資訊做出判決，但並不代表司法已

相信女方控訴。 

法官根據女方訴狀陳述，判

定劉強東從案發當晚的日本餐廳晚

宴、到搭車，再進入公寓，屬於連

續不斷的事實，而這段期間，劉強

東的身分為「京東公司創始人」。

此外，女方指出，她曾準備在公寓

內告訴劉強東「我不要去你公司工

作了」，且女方也提到，劉強東在

公寓內曾告訴她，「你可以成為第

二個鄧文迪」，因此假定公寓內發

生的事件與「工作有關」，所以裁

決駁回京東要求取消第 6項控罪的

動議。 

周東發則表示，全案目前仍

在走「程序」，還沒有進入實質審

判，因此儘管 4月 27日法官駁回

京東動議，但對於最後官司誰會獲

得勝利，尚不得而知。另外，他還

說明此案接下來會進入審判期，屆

時雙方必須由專家參與審查證人、

證物等可信度，整個過程需要花不

少時間，加上現在疫情關係，預估

這場官司可能耗費一年的時間才會

有結果。

2018年 8月 30日晚間，劉強

東一行人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上城區

一家名為「Origami」的日式餐廳用

餐。之後就傳出他強暴了一名坐在

她身邊一同飲酒的女研究生劉靜堯。

劉強東性侵案 女方贏第一個動議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

維權律師王全璋出獄後一直被限

制自由，直至妻子患急症住院才

被允許回到北京與妻兒團聚。

王全璋在獄中的一些遭遇也被曝

光。據知情律師透露 ,已經落馬

的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是主導迫

害王全璋的始作俑者。

擔任王全璋辯護律師的程海

表示，「雖然給他寫了一些辯護

詞，檢察院也好，法院也好，派

出所、公安也好，都不讓見面，

不接受我們的手續⋯⋯這是一個嚴

重的犯罪行為。」

程海說：「王全璋大概 2015

年 8月 3日被抓，一直到 2016年

1月分，4個多月裡分別被關在天

津、北京等地的招待所。連上廁

所用衛生間給都給他戴頭套，讓

他不知道在哪兒，讓他長期都處

在黑暗中，沒有陽光，遭受這樣

的虐待。在獄中王全璋受到刑訊

逼供、酷刑、打耳光，不給他吃

飯，雙手舉著長達一個月，睡覺

【看中國記者朱莉採訪報

導】日前廣州公布針對中共病

毒（又稱武漢病毒、新冠病

毒）的排查結果，但廣州市民

對官方數據並不相信。

4月 25日，廣州居民郭

先生對《看中國》表示，他感覺

當地疫情肯定是嚴重的，「現

在每個地方都有人檢查，如

果不嚴重的話 ,他就不會搞這

些，像文革一樣的，每個地方

都攔住了，一個巷、一個巷攔

住，留一個出口，讓我想起了

小時候 (文革時期 )。」

對於目前廣州感染人數的

看法，郭先生回答：「具體數

字他不清楚，但不相信官方公

布的數字，這些數字反正我不

會相信的，政府講那些數字我

不相信的，它沒一句實話。」

他還對《看中國》透露：「中共

現在對疫情封口很厲害，到處

都是監聽監控，民眾都不敢講

真話。」「如果不是武漢封口

的話，就不會全世界那麼嚴

重。歸根結底就是這個體制的

問題。」

此外，網上流出廣州市天

河區棠下大片北路 3號的視

頻。視頻中，大量身穿藍色和

白色防護服的工作人員陸續沿

街道進入居民區，長長的隊伍

看不到頭，也看不到尾。僅僅

在鏡頭中出現的官方人員至少

就有數十名之多。許多網友表

示，雖然不能確定這些人具體

在執行甚麼任務，但單憑這個

「大場面」本身，就足以斷定

當地疫情相當嚴峻。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朝

鮮領導人金正恩病危的消息瘋傳之

際，中共軍隊也在向中朝邊境一帶

聚集，網友發布的幾則視頻顯示，

這幾天運載裝甲車和坦克的大型運

輸車急遽駛向丹東，連續不斷綿延

十幾公里。

推特上大量視頻顯示，在 4月

26日至 27日從遼寧瀋陽至丹東的

高速路上，運載裝甲車和坦克的大

型運輸車，一輛接著一輛綿延有好

幾公里長，其中還有供坦克登陸用

的甲板。視頻中可見的坦克和裝甲

車就有 7、8個不同的種類。也有報

導稱，中共緊急調遣第 78集團軍

30萬兵力在鴨綠江邊集結。 

4月 27日上午，也有網友拍攝

視頻說，瀋大高速出現大量軍車、

裝甲車、坦克、運兵車 ,綿延十幾

公里。網友不禁問：「這是要備戰

嗎 ?」另有消息稱，俄羅斯大批地面

部隊，開往中朝邊界，情勢緊張，

隨時準備介入。

自金正恩 4月 15日未出席其

祖父金日成誕辰活動後，有關金正

恩病危的傳聞滿天飛。 日本傳媒

《週刊現代》稱，據消息人士爆料金

正恩心臟支架手術失敗，可能已成

植物人。另據《韓國中央日報》4月

26日報導，韓國國會外交統一委員

會委員長尹相接受採訪時透露，韓

國國會已經超過一週時間沒有收到

有關金正恩健康情況的任何報告，

應該是有異常徵兆。此前他曾介

紹，金正恩可能動了心血管手術。 

路透社 4月 25日引述三個不

同的消息來源說，北京派遣一個專

家醫療小組 23日奔赴平壤，這個專

家小組由中聯部高官率領，主要是

為金正恩的健康提出建議。 因此不

少分析認為，這已經從某種程度上

核實了金正恩病重的傳聞。

此外，中國鐵路瀋陽局集團 4

月 24日宣布，停駛北方城市到丹

東、琿春的火車，為期 3週；此舉

被大陸線民視為中朝邊境的異動。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

近日，幾名因中共病毒（武漢肺

炎）疫情滯留在巴基斯坦的中國

人在求助中使館安排撤僑回國無

果後，無奈向海外中文媒體《看

中國》以及港媒求助。

日前，《看中國》編輯部收到

一名署名為馬先生的郵件。郵件

部分內容如下：「尊敬的編輯您

好，我們是三位被滯留在巴基斯

坦的中國遊客，目前已經一個多

月。巴基斯坦於 3月 21日封國

所有國際航班禁飛，在此期間英

國、美國、加拿大、法國、韓國

等國公民，均在各國大使館的安

排幫助下乘撤僑班機順利回國。

我們也聯繫了中國駐巴基斯坦大

使館，但是他們說：撤僑班機是

不可能的，而且他們也無法讓巴

基斯坦外交部，特批正常來自中

軍車壓境 金正恩境況成謎

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 ·羅斯（Wilbur Ross）。 (Adem ALTAN / AFP) 

王全璋受酷刑 孫力軍主導

滯留巴國華人求助《看中國》

國的航班起降，我們買的十幾次

機票都被取消。⋯⋯中巴對外號

稱是鐵哥們關係，每週都有飛機

去中國拉醫療物資，但是飛機卻

是空機過去，然而中國公民卻被

困在這裡，⋯⋯目前全球包括印

度、尼泊爾、泰國、剛果、伊拉

克、阿根廷、巴西等國均有我被

困的朋友，當地大使館均不作

為。⋯⋯無條件協助本國公民回

國，是各國憲法規定的各國應盡

政府的必須義務。希望您可以採

訪報導中國政府的這種不作為和

推卸責任的行為⋯⋯」

記者收到郵件後，立刻回覆

嘗試聯繫馬先生，可惜至發稿為

止，還未收到回覆。《看中國》

同仁十分擔心馬先生以及被困巴

國的華人同胞目前的狀況，惟盼

馬先生等人一切安好。

大陸異見作家老燈在推特上轉發上

述消息評論道，大連北開往丹東 (中

朝邊境 )的客運列車全部停運，而

大連北開往吉林的客運列車，終點

站改為瀋陽，結合以往中朝邊境緊

張時的經驗，這無疑是中共向中朝

邊境緊急調軍的信號。

關於金正恩目前的狀況，中國

問題專家章家敦於 4月 27日接受

福克斯新聞訪問時說：「我不認調

整、韓國政府稱金正恩還健在是正

確的說法，他很可能還活著，但不

會是‘健在’。章家敦指出，根據

「一份有些間接證據支持的報告」，

金正恩可能是在「4月 14日朝鮮試

射一枚導彈時發生事故而受傷」。

川普總統 4月 27日在白宮草

坪疫情簡報會上，迴應記者就金正

恩的健康情況提問時說，「我不能很

準確地告訴你們什麼」 「我很清楚他

現在狀況如何。但我現在不能談。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不論朝鮮

發生什麼事，不會改變對朝政策。

不給翻身，往他臉上吐痰等。」 

王全璋出獄後被送到山東濟

南監視居住。 4月 26日，李文足

突發盲腸炎入院治療，山東警方

一直不允許王全璋返回北京照顧

妻兒，王全璋情急之下乘包車前

往北京，途中遭警方攔截。 直到

27日，王全璋才被濟南警察一路

開車押送至北京，同妻兒團聚。 

2015年對維權律師進行

「709」大抓捕，王全璋也在其中，

王律師被當局秘密囚禁超過一千

多天，妻子李文足不間斷的為丈

夫奔走呼籲，「千里尋夫」，剃髮

抗議，引起國際關注。 2019年 1

月 28日，天津市第二中級法院宣

判，認定王全璋犯顛覆國家政權

罪，判處其有期徒刑4年6個月。 

而孫力軍最近幾年活躍於公

安部，始終是中共秘密警察的最

高領導人。他是北京抓捕 709律

師和異議人士的總操盤手、迫害

法輪功的執行人、鎮壓香港民主

抗爭運動秘密警察的總指揮。 

廣州市民談疫情 
不信任官方數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