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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統臺灣或致中美武力衝突

盧比奧提出警告

盧比奧對美國之音表示，北

京方面經常性地對臺灣施加軍事

壓力，這是很不尋常的。「如果出

現軍事干預，我會非常震驚。不

過，他們已經很明確地表明 ,如

果可以的話，他們會以某種方式武

統臺灣。但是，我希望這不是他們

正在考慮要採取的選項，因為這將

是個災難性事件，最終導致與美國

發生武力衝突，因為美國有承諾保

障臺灣的國防安全。」

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英霍

夫（Jim Inhofe）告訴美國之音，

他不擔心北京會有甚麼軍事行動，

因為能做的事，中方早已做了。換

言之，他認為，中方現在也使不出

甚麼招數了。而參議院外交委員

會首席民主黨成員梅嫩德斯（Bob 

Menendez）對美國之音表示，他

認為北京沒有理由升級臺海兩岸的

軍事關係；他分析，蔡英文的立場

很明確，但不是對抗性角色；她想

要維持臺灣現有的基本架構，保持

臺灣自治，這不應該成為北京加劇

衝突的原因。

蓬佩奧賀蔡英文就職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19日晚間公開發表聲明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週三（5月20
日）舉行就職典禮，美國聯邦參議

員盧比奧（Marco Rubio）表示，
希望北京目前沒有考慮要武統臺

灣，因為那將引發美中軍事衝突。

重量級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對蔡英

文總統就職連任表示了祝賀。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綜合報導】

2019年 12月 6日佛羅里達州彭薩

科拉海軍航空基地發生了一起槍擊

案，導致 3名美國人死亡，8人受

傷。美國媒體披露，凶手沙特空軍

學員在槍擊案前曾一直與極端恐怖

主義組織——基地組織保持聯繫。

美國福克斯新聞 5月 18日引

述一名消息人士透露稱，通過破解

佛羅里達州彭薩科拉海軍航空基地

槍擊案凶手穆罕默德 . 阿爾薩姆拉

尼的 iPhone內加密資訊後，美國

執法人員發現他一直與基地組織保

持聯繫。

在 2019年 12月 6日佛羅里達

州彭薩科拉海軍航空基地槍擊案發

生之後，由於聯邦調查局 (FBI)特

工沒有成功解鎖 iPhone，因此曾經

向蘋果公司尋求幫助，解鎖並瀏覽

阿爾薩姆拉尼的 iPhone數據。

今年 1月，司法部長比爾．巴

爾公開發表聲明稱：「我們呼籲蘋

果公司和其他技術公司幫助我們找

到（解鎖 iPhone的）解決方案，

以便我們可以更好地保護美國人生

命，並防止未來的（恐怖）襲擊。」

目前尚不清楚蘋果公司是否已經提

供了相關技術援助，或是聯邦調查

局能夠找到另一種方式來解鎖和訪

問 iPhone手機數據。

巴爾將佛羅里達州彭薩科拉海

軍航空基地槍擊案稱之為「恐怖主

義襲擊行為」，調查人員說，凶手

是沙特皇家空軍的第二少尉，是海

軍航空學校司令部海軍飛行軍官學

生；並指出阿爾沙姆蘭尼是受到了

恐怖分子思想的影響，從而製造了

槍擊案。他說，這名 21歲的槍手

在發動襲擊之前的數天至幾週內留

下了有關極端恐怖主義的線索。 巴

爾說：「在調查過程中，我們獲悉

射手在 2019年 9月 11日發布了一

條消息，說倒計時已經開始。感恩

節週末期間，他曾參觀了紐約市的

9/11紀念館。他還在社交媒體上發

布了其他反美、反以色列和聖戰的

信息，包括在襲擊發生前 2小時發

布的信息。」

阿爾薩姆拉尼所持有的格洛

克手槍，是在佛羅里達州合法購買

的，該槍擊持續了 15分鐘，最終衣

索坎比亞郡一名副警長開槍擊斃了

他。據公開資料顯示，阿爾薩姆拉

尼曾參加了由五角大樓贊助的培訓

計畫，這是美國與沙特的安全合作

協定的一部分。

美媒：佛州槍案與基地組織有關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

報導】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麥康奈爾 18日宣布，參議員

馬可．盧比奧將暫代參議院情

報委員會主席職位。

原任主席、來自北卡羅來

納州共和黨的參議員理查．伯

爾（Richard Burr），因面對

聯邦調查局（FBI）對其股票

交易進行調查，因而辭去主席

一職。Politico分析，這次的

授命對 2016年參加總統大選

落敗後的盧比奧而言，是個重

要的「政治星途」轉捩點。盧

比奧一旦走馬上任後，就躋身

成為統稱「八人幫」（Gang of 

Eight）的成員，將定期與國

會參、眾兩院的領導人以及兩

黨的情報委員會小組，聽取最

敏感的機密簡報。

推選盧比奧出任代主席職

位的麥康奈爾，在一份聲明中

說：「參議員盧比奧在相關問

題上，擁有豐富的經驗和領導

能力，是適合的人選。」盧比

奧在參議院頗引人關注，尤其

是在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問題

上，積極將自己定位為共和黨

人的前鋒，持續的對俄羅斯和

中方議題採取強硬立場，預計

他將會繼續對俄國的調查。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

報導】5月 18日，第 73屆世

界衛生大會（WHA）以視訊

形式召開，習近平應總幹事譚

德塞的邀請出席，發表了長約

10分鐘的講話。

習近平致辭時承諾兩年內

提供 20億美元國際援助，支

援受疫情影響的國家；建立 30

個中非對口醫院合作機制；暫

緩最貧困國家的債務償還等；

還承諾成功研發疫苗後，會將

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時值

武漢肺炎疫情仍在延燒，全球

已有 122個國家要求對疫情的

起源和大流行進行獨立調查，

北京壓力超大。

國際追責之際，習近平

世衛大會許諾撒 20億美元引

網絡炸鍋。在央視官方微博相

關報導後面，迅速有上萬條評

論，但除了數十條「支援」的

帖子外，上萬條評論很快全部

消失。《人民日報》官方微博

的後面，五百多條評論也只顯

示數十條。一條殘留的網友批

評：「可悲的是中國人自己都

看不起病，他還捐助這麼多給

國際社會。海外的評論也頗為

熱烈：「 20個億？ 他經過人民

同意了？」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

中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18日通

報，近來中國東北地區爆發多起中

共病毒（又稱武漢肺炎病毒、新

冠病毒）群聚感染病例，其中吉

林市下轄豐滿區和舒蘭市成為目

全國高風險區。 彭博社18日報導，

中國東北約有 1.08億人再次陷入禁

足狀態。

吉林舒蘭市、豐滿區
成高風險區

吉林省舒蘭市政府 18日透過

「微信」官方帳號表示，由於疫情持

續擴散，當地將採取至今最嚴格的

措施：有確診或疑似病例的社區全

封閉管控，禁止任何人員出入。而

對於普通封閉管理的社區，每戶家

庭每兩天可指派一人外出採購生活

物資，每次限時兩小時。吉林市豐

滿區 17日也發通告稱，採取類似

武漢的嚴格封城措施，實施交通管

制，每戶每天只能定時指派一人外

出一次採購生活物資，除生病外，

一律不得離開社區。

吉林市已於 5月 13日宣布封

城，停運所有客運班線、旅遊包

車，同時還下令比照高風險地區

「嚴防死守」。 隨著疫情持續擴

大，吉林市官方 16日再發公告，自

17日起，全市所有診所、醫院門診

部暫停營業，市民不得進行任何診

療活動，藥房也禁止販售退燒藥。

吉林市是吉林省第二大城市，

其是唯一一個與省同名的城市。而

吉林省又與黑龍江省、遼寧省接

壤，在中國各地推行復工復產後，

中國東北地區一個月來持續不斷亮

紅燈，例如：黑龍江省綏芬河市、

哈爾濱、吉林省舒蘭市、吉林市、

遼寧省瀋陽市等接連出現確診病

例。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 13

日已從疫情嚴峻的黑龍江轉赴吉林

「滅火」。此跡象顯示中國境內疫

情正迅速復燃。

上海爆湖北移入確診病例

除中國東三省、疫情源頭湖

北省武漢市近日接連出現新增病例

外，日前上海也淪陷。中共國家衛

健委 18日公告稱，上海 17日出現

新增確診病例。根據官方，這名上

海患者常住湖北省潛江市，14日

晚間前往上海求職，曾到過上海虹

橋火車站和浦東新區的上海麥居賓

館，15日主動前往醫療機構申請病

毒篩檢，經檢驗發現他的感染過武

漢肺炎。

相關消息引起大陸民間恐慌，

不少人表示，「隨便從湖北來的都感

染，那湖北現在得成甚麼樣？」、

「從湖北坐火車來的，不知道有多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綜合

報導】美國政府發布聲明宣

布，對上海盛德物流有限公

司（Shanghai Saint Logistics 

Limited）實施制裁，該公司為

馬漢航空公司（Mahan Air）提

供銷售總代理服務GSA），而馬

漢航空公司是被美國列入反恐黑

名單的伊朗公司。

美國《國會山》（The Hill）

5月 19日報導，國務卿蓬佩奧

（Mike Pompeo）5 月 19 日 宣

布，美國將對中方一家公司——

上海盛德物流有限公司實施制

裁，因為該公司與美國列入為支

持恐怖主義名單的伊朗航空公

司——馬漢航空提供銷售總代理

業務。

因向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疫情復燃 東北1億人遭禁足

盧比奧對美國之音表示，北京經常性地對臺灣施加軍事壓力是不尋常的。（Getty Images）

美國宣布制裁上海盛德物流
Corps）提供支持，馬漢航空被

美國列入制裁名單。 2019年，

美國總統川普指定「伊斯蘭革命

衛隊」是恐怖組織。

蓬佩奧在一份聲明中說，北

京當局是少數歡迎馬漢航空的政

府之一，而馬漢航空幫助伊朗向

世界各地運送武器和恐怖分子。

5月 19日，美國財政部官方

發布聲明稱，該部門外國資產控

制辦公室（OFAC）確認來自中

國大陸的上海盛德物流有限公司

是伊朗馬漢航空公司的銷售總代

理，為馬漢航空在中國和伊朗之

間的航班提供貨運預訂服務。

按照美國財政部的聲明，上

海盛德物流有限公司在美國的所

有資產與利益將被凍結，政府禁

止美國人與上海盛德物流有限公

司進行業務往來。

祝賀蔡英文連任，他稱：「在蔡英

文博士開始她作為總統的第二個任

期之際，我要向她表示祝賀。她以

壓倒優勢重新當選，顯示了她贏得

了臺灣人民的尊敬、讚揚和信任。 

她在領導臺灣富有活力的民主政體

時，所展示的勇氣和遠見，對全世

界是一種鼓舞。」蓬佩奧也在推特

上發文說：「臺灣充滿活力的民主

制度是對該地區乃至世界的啟發。

在蔡總統的領導下，我們（美國）

與臺灣的關係將繼續蓬勃地發展。」

對此，蔡英文總統 19日深夜轉

推蓬佩奧的貼文表示，「謝謝蓬佩奧

國務卿的美好祝願。臺美夥伴關係

是強盛和充滿期望的。我期盼在基

於我們很多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的

基礎上增進我們的友誼。」台 外交

部也表示，此為美國國務卿首次發

表聲明祝賀台灣的總統就職，意義

重大，充分彰顯美國對台美關係的

重視、對台灣民主的鼎力支持，也

反映台美關係的高度互信友好。未

來台灣政府將在既有良好基礎上，

與美國持續攜手合作，共同推動深

化台美全球合作夥伴關係。美國臺

灣的互動引起北京方面的不滿。中

共官媒《環球時報》隨後發文抨擊美

國，恐嚇臺灣。

盧比奧暫代 
參院情委會主席

122國促查疫源 
擲20億美元避責 

少省要遭殃了。」、「現在上海一堆

人都不戴口罩了呀。」也有不少網

友質疑，「如果沒有顯現癥狀，患

者為何會主動要求篩檢？」、「血

清檢測陽性，不是代表他已經感染

過一次了嗎？ 這病毒在中國又變異

了？」、「湖北不是很久沒有確診病

例了嗎？他又不是從武漢市來的，

怎麼會被感染？」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

議；「兩會」即將在北京召開，數千

名所謂代表將群集北京，這是否會

導致疫情爆發圍堵北京政府？

武漢疑50萬人染疫
此外，中共官方稱，境內確診

病例約 8.3萬例，其中 5萬多例集

中在武漢市。但財新網幾天前報

導，武漢在 4月分進行了 1.1萬人

的血清流行病學抽樣調查，其中

抗體陽性占比 5%到 6%，若按照

這個結果推算，武漢 1100萬人口

中，至少有 50萬人曾被感染。但

目前武漢累計確診感染人數只有 5

萬多人。也就是說，大約 90%的

感染者沒有被發現。

由於該報導引發外界質疑，財

新網已刪除了原文，而轉載這篇報

導的新浪網在 15日發現苗頭不對，

也迅速刪除了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