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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開大門 具體措施迎港人
【看中國記者黃淨宇綜合報導】北

京強推「港版國安法」，香港人心

惶惶之際，美英兩國目前正就香港

的局勢發展加強溝通合作。目前，

英美政府和議會正在推動不同的方

式，為受北京當局壓迫的港人提供

庇護。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

中共肺炎 (新冠肺炎 )疫情衝擊全

球經濟，各國紛紛給民眾發現金，

以度過難關。在臺灣，行政院長蘇

貞昌 6月 2日宣布推出「振興三倍

券」，每人支付新臺幣 1000元換

3000元「三倍券」。反觀北京當

局宣稱發放的所謂「補貼」，只是

不搶拿不到、需要成倍消費，很有

限的消費券。

行政院長蘇貞昌 2日，宣布每

人支付 1000元換 3000元三倍券，

紙本從 7月 1日起預購；信用卡、

電子票證與電子支付從 7月 1日起

綁定，從7月15日起領取與消費。

蘇貞昌表示，2300萬國民加

上有居留權的外籍配偶、陸配都

能領，從剛剛生出來的新生兒，到

100多歲老人家，都可以領，不限

年齡。 12月 31日前出生的新生兒

也都可以領，只要來得及拿健保卡。

根據規劃，民眾可透過入信

用卡、行動支付、電子票證、紙本

等，共計 4大管道預購，1千元換

3千元，在刷卡方面更規劃只要刷

卡超過 3000元，直接退你 2000

元的便民用法。對於振興券的使用

範圍，蘇貞昌說明，只要拿到就

「隨你用」，吃喝玩樂都可以，不

論護髮、美甲、百貨公司、餐廳、

書店、演唱會、夜市、市場、旅遊

住宿等皆可。

大陸「搶」消費券

與臺灣一海之隔的中國大陸，

當局大力提倡給民眾發消費券。目

前大陸各城市消費券一般是指定商

家，採取滿點折扣的方式。比如，

杭州的消費券是每份共三張，分別

為滿 300減 45元、滿 200減 35

元、滿 100減 20元各一張。自 3

月分以來，當局發放的消費券總額

達 50億元人民幣，近日媒體也高

調宣傳「發放消費券」，並反覆出

現「今天你搶券了嗎？」的字眼。

但民間百姓對此並不買帳，有民眾

表示，消費券有限，官宣的派發方

式就是「搶券」，不搶拿不到。

不少民眾認為，這種「搶消

費券」的方式不人道，「你既然要

發，就發到每個人的支付寶裡就可

以了。但它用一種搶的形式，有點

像影視劇裡那些暴發戶、土豪撒銅

板，然後讓窮人在下面搶一樣的感

覺。」也有杭州居民覺得，消費券

不合算，因為被捆綁了。「本來你

不一定要買這個東西，但為了湊足

誰在壓榨百姓? 臺灣「振興券」與大陸「消費券」之對比

綜合《自由時報》與中央社報

導，Wecare高雄原定 2日晚上在

高雄凹子底公園舉辦罷韓遊行，但

是因為遊行路線的人行道施工，經

考量民眾與行車安全，改為定點集

會，參與大批民眾則在公園裡高呼

「6月 6日、非韓不投」。

至於高雄市長韓國瑜今天則是

6/6罷韓投票確定 停罷駁回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針對Wecare等民間團體所發動的
罷韓，臺灣高雄市長韓國瑜連續3
次向法院聲請「停止執行」罷免

案，但均遭到駁回，韓國瑜再次委

請律師來向最高行政法院提出抗

告，請求自為裁定，以停止執行罷

韓行動。然而，最高行政法院2日
認定如果停止執行，對高雄市選區

投票人行使參政的公益所造成重大

的不利影響，更甚於不停止執行針

對韓國瑜所造成的損害，故今駁回

抗告確定，6月6日確定將舉辦罷
免投票。

回應港版國安法，英國首相約翰遜表示願為港人修改《移民法》。美國國務卿說，考慮港人來美。(Getty Images )

分別安排出席市政會議視訊會議、

高雄振興購物嘉年華的首抽抵用券

記者會，以及高雄市農會農民節表

揚大會等行程，並主打防疫、紓困

與市政，以因應連日來的罷韓遊行。

眼見罷韓投票日開始倒數，除

了韓國瑜在因應罷韓活動之外，

前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今天也首度

發聲，他在臉書上表示，「港都高

雄，四年後用政績 PK，不要用政

治 PK」，他強調：「檢驗縣市首

長表現，以四年為基準，用政績決

定去留是常態。我們尊重罷免法

治，但卻不願看到政治的對決。」

他也盼望，「高雄人有智慧，懂得

肯定會做事的團隊。」

雖然多位政治人物希望停止罷

韓，但是民間團體Wecare等提

起的罷免案已經連署過關，而中

選會也已對外公告 6月 6日舉辦

投票。不過，韓國瑜除了跑行程

因應罷韓，也已經連續 2次向法

院聲請緊急處分，來要求「停止執

行」罷免案，但都遭到駁回，另有

1次也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抗告，

但亦被駁回。只是，韓國瑜仍不放

棄，就在二度遭到台北高等行政法

院裁定駁回之後，5月 29日透過

律師再次要求律師向最高行政法院

提起抗告，然而最高行今天判駁回

抗告確定。

另外，由於針對發燒症狀的民

眾是否能夠進場投票，外界疑問不

少，而中選會日前已公布，發燒者

必須登記姓名與聯絡方式，戴上手

套、口罩就可以前往投票。至於指

揮中心副指揮官陳宗彥今天也表

示，每個人都有投票的權利，中選

會已有明確規範，民眾就依照相關

規範即可，但亦呼籲投票者應該保

持社交距離，若是做不到，就戴上

口罩。

關於居家檢疫者是否可以前往

投票？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則透

露，自己的內心傾向可以，不過以

往 SARS與法令規定，這一些人

是不能去投票的，至於防疫新生活

則沒有訂定相關規定。

壞，如今再違背自己在《中英聯合

聲明》的承諾。他說，如果北京對

待香港的方式與對待中國大陸的

方式相同，那麼所謂的「一國兩

制」就沒有意義了，「美國也沒有

區別對待香港的理由」。

麥康奈爾：應為港人導航

共和黨參議院領導人麥康奈

爾（Mitch McConnell）6 月 1

在國會發言時說，美國有作為逃

避戰爭和共產主義難民導航燈的

深厚傳統，「應為香港人再一次發

揮（導航燈）作用」。 2日麥康

奈爾在參議院演講中發出譴責，

「北京對控制表現出無限渴望」，

並正蠶食香港的自治權，同時鎮

壓香港的抗議活動；他將與參議員

們「為香港制定一個強而有力，且

在程序上可行的解決方案」。近

日，美國國會共和黨眾議員加拉格

（Mike Gallagher）和匡希恆（John 

Curtis）表示，將很快提出一項法

案，呼籲美國將香港公民指定為

「第二優先難民」，在特殊情況下

放寬對港人發放簽證，並提供庇護

綠卡。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薩斯（Ben 

Sasse）則將於本週舉行的參議院

介紹一項「香港庇護法案」，提倡

美國自動給予香港人庇護，「讓受

到共產主義壓迫威脅的勇敢香港人

在這裡安心居住，直到他們的家園

重獲自由。我們將與英國盟國一

道，將民主自由的保衛線延申到香

港人民身邊。」

英相：將改革移民政策

英國首相約翰遜 6月 3日投

書香港《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表示，如果北

京當局強推港版國安法，「英國

政府將大改移民政策，允許任何

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BNO） 的 港

人，將獲准入境英國 1年，以及其

他更多權利，包括工作權，為他們

將來取得英國公民權鋪路。」

約翰遜投書中稱，現在持有

BNO的香港人大約有 35萬人，

另外還有 250萬人有申請資格。

約翰遜強調，這將是英國出

入境系統史上最大簽證體系變革

之一，他說：「若證明有其必要，

英國政府會很樂意採取這一步。」

消息一傳出，香港湧現一波

BNO護照續領潮，連日有不少市

民到速遞公司排隊，將續證所需

文件寄往英國。

英外相籲北京勿推國安法

英 國 外 相 拉 布（Dominic 

Raab）於 6月 3日在英國下議院發

表聲明，中方現在還來得及放棄港

版國安法，否則，將面臨反制。

據法廣報導，拉布表示，北

京當局必須做出選擇。如果北京

不顧一切，破釜成舟，繼續往下

走，破壞香港高度自治，實施香

港版國安法，英國將與多個國家

組成聯盟一起抵制中共。拉布表

示，英國絕不會對香港發生的事

坐視不管。

他強調，北京當局若強推國

安法，英國將設法讓香港持有英

國國民海外護照者成為英國公民。

據 BBC報導，早在英國首相

約翰遜投書之前，英國七位前外相

聯名寫信給英國首相強生，敦促他

組織全球聯盟，協調各國對中國大

陸侵犯香港自由的問題做出一致回

應。七位前外相在信中說，英國政

府應領導各國對這件事做出反應，

因為許多國家會根據英國的反應，

決定如何對待香港問題。七位前外

相分別是杭特、米利班、史卓、海

格、芮夫金、歐文與瑪格麗特．貝

克特，他們在信中關切大陸藉由強

推港版國安法，「明目張膽違反」

《中英聯合聲明》。

蓬佩奧正在考慮港人來美

蓬佩奧（Mike Pompeo）5月

29日對華府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講

話，錄音公開。當蓬佩奧（Mike 

Pompeo）被問及到美國是否正考

慮「歡迎香港人來美國，並引進他

們的企業家創意」時，他表示「我

們正在考慮此事」。

蓬佩奧說：「如你所知，英國

（與香港）的關係不一樣，這些人

很多都有英國護照，香港和英國

之間有很悠久的歷史。這非常不

一樣，但我們會考慮。」

蓬佩奧於是 5月 30日，再於

福克斯新聞的節目中，直接批評

中國共產黨正在加劇對西方的破

這個點，然後就買了。後來我就不

要了，不搶了。」

疫情發源地的武漢市，當地

政府共發放五億元消費券，但武漢

民眾表示：「發五億讓你實際消費

二十億甚至上百億。不發可能消

費沒多少。但是疫情期間工資都

沒有，拿甚麼消費？」、「用消費

券來壓搾幾個月沒有收入者剩餘

的錢。」據媒體報導，大陸的消費

券只是地方性，並非像其他國家那

樣，由中央政府向全民派發。

網友評論認為，北京當局發

放消費券的本質，並不是要幫助

困難民眾，改善民生，而是強迫

或誘使民眾，把口袋裡僅有的一

點錢掏出來花掉，以保障政府的

經濟運轉。因為經濟危機會直接

引發北京當局執政危機。

大陸補貼 人均10塊錢
大陸官媒稱，截至 3月底，全

國已經向 230萬名失業人員發放失

業保險金 93億元，代繳醫療保險費

20億元，發放價格臨時補貼 6億

元，向 6.7萬名失業農民合同制工

人發放了一次性生活補助4.1億元。

但網友披露，「就算政府沒說

謊，補貼了 236.7萬人，中國就業

人口總計約 7.2億人，疫情期間全

民關在家裡，只補貼了 0.32%的

人。農民工總數約2.8億，補貼6.7

萬人，只占萬分之 2.39。」網友進

一步解析：「就算你說的對，總計

是 123.1億，加上民政部給全國人

民的 18.8億，合計 141.9億，全

國人民平均每人 10塊錢！好意思

說嗎？美國全國人均 7000美元。」

【看中國記者李懷橘報導】

香港民意調查研究計畫（簡

稱「香港民研」）6月 2日發布

六四事件週年調查結果。主席

及行政總裁鍾庭耀說，該項調

查自 1993年開始一直堅持至

今，民研只關注市民關心的議

題，不理會社會政治、經濟和

輿論壓力，如果市民繼續關注

六四議題，民研都會堅持這項

自 93年開始的調查。他還主動

談及，如果因為港版國安法，

一年後六四民調會變成非法項

目，就要無奈結束。

民研針對六四事件對香港

人的影響，做了很詳細的提問。

包括，六四時北京學生做得對

不對，是否值得支持？市民認

為當年中共政府處理六四事件

是否得當？香港人如何評估中

國人權狀況？這些問題由八九

年開始一直到現在，是每年必

問的問題。他說從民調結果可

見，香港人「要幫助中國」的責

任感減弱。

今年的維園六四集會收到

警方反對通知書，是 30年來

首次。鍾庭耀說六四事件對香

港，以及世界的影響都非常震

撼。他說，當年在電視機前觀

看六四直播的港人，都有非常

之深的六四情結，這也影響

香港民情。他擔憂，如果今

年六四晚會中出現不愉快的情

形，如警察暴力執法引發衝

突，都會帶來深遠影響。他告

誡政府和警隊，六四晚會上，

「用長遠的歷史觀點看待問

題」，勿將問題惡化。

鍾庭耀憂慮限聚令下，少

部分人聚集已經可以令警方有

藉口執法。他表示有傳聞六四

當年鎮壓學生的軍人非來自本

地，當局調外省軍隊至天安門

清場，他亦聽聞很多鎮壓的士

兵要服用藥物保持亢奮。他憂

慮，香港警察在執法時都「加

入不正常元素」，有些警員失

去自制。他強調，希望六四當

晚大家都有所克制。

六四民調或因國安法告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