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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參院籲吊銷電信執照

來自美國參議院常設調查小

組委員會的這份報告稱，美國政

府「在將近 20年裡，對在美國開

展業務的中方國有電信運營商幾乎

沒有進行監督。」報告批評美國聯

邦通訊委員會 (FCC)以及「電信

小組」(Team Telecom)「在監督

中國電信美國子公司、中國聯通美

國子公司以及太平洋網絡有限公司

(Pacific Networks)和其子公司信

通美國 (ComNet  USA)方面沒有

起到應有的作用。 這三家公司約 20

年前均獲得 FCC批准在美國開展

業務。 而「電信小組」是一個由美

國的司法部、國土安全部以及國防

部官員組成的非正式團體。

FCC在 4月以國家安全風險

為由，向這三家中方的國有運營商

發出了通知，要求說明為何 FCC

不應吊銷它們在美運營的執照。 

FCC主席帕伊 (Ajit  Pai)當時表

示，FCC高度關切「這些公司可能

易受中國共產黨的剝削、影響與控

制」。美國參議院這份報告正是呼

籲 FCC迅速做出決定，是否要吊

銷這三家運營商的執照。 

美國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

會主席、共和黨議員波特曼 (Rob 

Portman)聲明稱，「各聯邦機構在

保護美國電信網絡完整性，以及應

對來自中方的國家安全威脅方面做

的不夠。」該委員會中的民主黨議

員湯姆．卡珀 (Tom Carper)稱：

「我們讓中方的國有企業在我們的

電信行業立足，而美國企業在進入

中國時卻面臨重大阻礙。 」該報告

顯示，自 2002年FCC審批以來就

沒有與中國聯通子公司有過溝通。 

FCC發言人則回應，該委員

會正在評估參議院的報告。 早在

2019年 5月，FCC出於國家安全

擔憂，就否決定另一家中共國有電

信商──中國移動在美國開展業務

的申請。 而白宮是在 4月分發布行

政令，正式確定了電信小組對於外

國電信公司的審查權，但該小組希

望國會授予正式法律權力，以「加

強對外國運營商的監督」。 

在過去的一年中，川普政府

一直在大力打擊在美運營的中方電

信公司。司法部、國土安全部、國

防部、商務部和國務院在 4月建議

FCC剝奪中方電信的聯邦授權，指

出其構成潛在的國家安全威脅。而

【看中國記者文龍綜合報導】6月9

日，美國參議院公布報告稱，美國

政府近20年未能正確監督中方國有

電信企業， 並督促其盡快就是否吊
銷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和太平洋網

路在美執照做出決定。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中

國足球名將郝海東「六四」31週

年之日，公開宣言推翻中國共產黨

組織，震驚國際社會。 郝海東稱，

消滅中共，是正義的需要，中共是

反人類的恐怖組織，危害全球。 其

妻葉釗穎全力支援丈夫。 她受訪時

說：「如果不是我們站出來，也會有

別人站出來，只是這個機緣巧合，

這個機會上天給了我們。 」

在北京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 31

週年紀念日，6月 4日，流亡美國

的大陸富商郭文貴、美國白宮前戰

略顧問班農等人共同宣布成立「新

中國聯邦」。 郝海東宣讀了「新中

國聯邦」的宣言，並要求終結共產

黨的統治。「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由

共產黨國際資助的恐怖組織，他們

在過去顛覆了中國的合法政府」。 

郝海東先生在視頻中宣稱：「中共

的極權統治導致了反人類的的恐怖

暴行 :無視人權、摧毀人性、踐踏

民主、違背法制、撕毀合約、血洗

香港、殺害藏民、輸出腐敗、危害

全球。 其罪惡至極，天理難容 ! 消

滅中共，是打碎中國人民的奴隸枷

鎖和真正實現世界和平之必需。 沒

有中共的新中國聯邦，是全體人民

和世界繁榮之必需。」

郝海東如此高調、強硬的視頻

發表後，引發從中國網民到西方社

會的普遍關注和強烈反響。郝海東

與妻子葉釗穎一起接受路德自媒體

的採訪時，自述這是人生中做出的

最大的、最正確的選擇，我堂堂正

正地站出來告訴全世界 :「你們不

能再受共產黨的奴役了 ! 我們今天

不代表任何人，我們只代表我們自

己 ! 今天是我們做出人生中最大最

正確的選擇 ! 這是最大的榮耀 !」

採訪時，郝海東還抨擊中國足

球和中共體制的弊端和毫無人性，

直指中國足協就是一個非法組織，

他還強調共產黨這種體制必須退出

歷史舞臺。同時，郝海東一再感謝

妻子，認為她的這種支援，讓自己

在推倒中共體制的路上不會孤單，

郝海東說 :「當一個男人做出人生

最重要決定的時候，如果沒有家

人、愛人、孩子的支援時，那種內

心的不安定是最孤獨的 ! 」

葉釗穎也回應：「很慶幸我和

老公政治觀非常一致，我們有著共

同的理想 :看到邪共滅亡，中國人

能真正過上民主自由法制人權的幸

福生活，也非常堅信這天很快就能

來到。 」

郝海東葉釗穎:別人也會站出來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

報導】據美國ABC新聞報導，

哈佛大學醫學院最新研究指

出，中共病毒（又稱新冠病

毒、武漢病毒）或早在去年夏

天就已在武漢傳播。 

負責研究的的波士頓兒

童 醫 院 (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首席創新官布朗斯

登 (JohnBrownstein)博士表

示，團隊採用類似情報機構使

用技術，分析 2018年 10月

與 2019年 10月的商業衛星

圖像，發現 2019年夏末至秋

初，武漢 5家主要醫院周圍的

車流量顯著上升。 

衛星影像顯示，武漢天佑

醫院停車場車輛種的車輛數，

2019年 10月較 2018年同期

多 67%。 武漢同濟醫院車流

量也在 2019年 9月中出現高

峰。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停車

場 2019年 10月 17日有 640

輛車，2018年 10月 10日有

506輛車。 湖北省婦女兒童醫

院 2019年 10月 17日有 714

輛車，2018年 10月 10日有

393輛車。 

除了從衛星圖中發現異

常，在同一期間，百度搜尋引

擎上搜尋「腹瀉」和「咳嗽」

等關鍵字的次數也增加；此前

「腹瀉」的搜尋字眼在流感季

節沒有出現，但它與疫情徵狀

有關。布朗斯坦說：「去年 10

月有事發生。 顯然，在公認的

疫情開端之前，武漢社會就出

現某種程度的混亂。

【看中國記者理翱綜合報導】6

月 8日，美國總統川普及其盟友猛

烈抨擊了支援「斷資警察」運動的

激進主義者和一些極端左派民主黨

人，並宣布絕不會剝奪任何警察資

金。在波及全美的抗議活動及其後

來部分演變為騷亂事件的過程中，

川普政府對執法的支持與極端左派

企圖廢除警察的舉動形成鮮明對比。 

在 喬 治 . 佛 洛 德 (George 

Floyd)於 5月 25日不幸離世後

的一些抗議示威活動中，「斷資警

察」這種說法已泛濫成災。 一些激

進的民主黨人與該口號聯繫緊密，

佛洛德事件發生地明尼阿波利斯市

(Minneapolis)的民主黨市議員更

是揚言要拆除警察部門。 

川普 6月 8日發推文說：「今

年的犯罪紀錄是我們國家歷史上最

低的，現在，激進的左翼民主黨人

想切斷資金並放棄警察。 抱歉，我

要法律與秩序 ! 減少犯罪是有原因

的，這是因為我們擁有強大的執法

部門。 我為他們感到驕傲。」

美國廣播公司 (ABC)報導，6

月 8日川普總統在白宮與執法人員

的圓桌會議上發出了明確的信息：

「是警察讓我們生活在和平中。有

時候，你會看到一些像我們最近看

到的那樣可怕的事情，但 99%的警

察是很棒的、是偉大的人，他們完

成了創紀錄的工作。 」6名出席者

包括佛羅里達州和肯塔基州的司法

部長、警察聯誼會全國主席、國際

警察局長協會主席以及伊利諾伊州

和科羅拉多州的警察部門代表。 

當日的圓桌會議上，川普總統

表示，會議將持續討論如何「以更

加溫和的方式」進行警務工作。 他

說 :「但是我們不能放棄世界上最

好的執法機構。因此，我們將討論

一些想法、一些概念和一些事情 (來

促進執法 )，但我們不會剝奪對警察

的撥款。」川普總統補充說 :「我想

可能會有一些城市要嘗試 (切斷警

察的資金 )，但那將導致非常非常糟

糕的情況。」川普在整個總統任期

內一直與執法部門相互支援，並多

次在警官聚會上發表講話。 

在佛洛德死亡後的公開講話

中，他稱此案為「恥辱」，並主要

側重於法律和秩序的需要，但呼籲

鎮壓製造騷亂、搶劫的非和平抗議

者。據福克斯新聞網報導，參加會

議前，川普總統發表了對「斷資警

察」的廣泛譴責。「(捍衛 )法律與

秩序，絕不斷資和廢除警察。 激進

的左派民主黨人已經瘋了 ! 」他發

推文嚴厲抨擊道。

與此同時，全美共和黨國會委

員會（NRCC）於 8日發出以「民

主黨人瘋了」為主題的電子郵件，

抨擊那些「廢除」警察的努力。 

NRCC的發言人邁克爾 . 麥克亞當

斯 (MichaelMcAdams)在聲明中

說 :「首先他們想廢除私人醫療保

險，然後是資本主義，現在是警察。 

「下一步是甚麼 ? 」

隨著國會開始規劃警察改革的

道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共和黨人

麥康奈爾（McConnell）6月 8日

下午在參議院會議上也否決了切斷

警察資金以換取其他社會工作和精

神衛生計劃的任何提議想法。 他稱

此事「超出常理」。 眾議院議長

民主黨人佩洛西 (Pelosi)同樣拒絕

了切斷警察資金的呼籲。 除了極端

的左派，許多民主黨人已經與「斷

資警察」努力拉開了距離，他們要

麼順應於決定執法預算的地方領導

人，要麼發信號說他們更願意改革

警務實踐，而不是削減資金。 

即使市長明確表示了反對意

見，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極左傾市議

會議員 6月 8日仍宣布了一項否決

權提案，要求解散明尼阿波利斯市

警察部門。 市議會的大多數成員都

屬於明尼蘇達州民主農民聯合會，

是極左派的民主黨人，包括市議

會理事會主席是麗莎 . 班德（Lisa 

Bender）。 另外，市議會的支援

者包括州司法部長基思．埃里森

（Keith Ellison）的兒子小埃里森

（Ellison），也曾公開宣布支援安提

法（Antifa），而安提法是川普總統

指定為恐怖組織的左翼組織，有證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中共海外宣傳機器近日鬧出

國際笑話。 打著外媒旗號的《歐

洲時報》在頭版標題寫著香港民

間有三千萬人支援港版國安法。

《歐洲時報》中東歐版 2020

年第 23期 (總第 1170期 )的頭

版，以「港區國安法贏得民間近

三千萬支援」為標題，報導「港

版國安法」的消息。 眾所周知，

香港人口僅 700多萬，即使全港

所有人「被支援、被代表」，也

只有 700多萬。 《歐洲時報》這

個低級錯誤惹來不少質疑，《蘋

果日報》諷刺道 :「多出來的 2、

300萬人難道是『陰兵』、『鬼

魂』?! 」

事實上，雖然《歐洲時報》的

總部位於法國巴黎，其實質與北

京當局有密切的聯繫，是中共在

抨擊激進左派「瘋了」川普宣布絕不斷資警察

3千萬港人撐「國安」國際笑話

歐洲的黨報和喉舌。《參考消息》

與《環球時報》等官媒經常轉載引

用的法國《歐洲時報》的消息。在

《歐洲時報》官網的下方，推薦了

12個網站，而這些網站不僅包

括中共大使館的官網，還有官媒

或被控制的所謂海外華文媒體，

如：新華網、人民網、中新網、

僑報網等。 

而在《歐洲時報》的「聯繫我

們」頁面的右下方，寫有北京代

表處的位址 :北京市朝陽區小莊

路口東中國第一商城 b座 21f。

 另外，根據中國互聯網安全

管理服務平臺的信息，《歐洲時

報》隸屬於北京中新唐風文化傳

播有限公司，該公司位於北京市

西城區百萬庄南街 12號； 該公

司旗下，還有歐華網、歐時網等

假外媒。 

美國總統川普（Getty Images）

哈佛最新研究： 
疫情去夏已出現

美參議院呼籲FCC吊銷中國電信等企業的在美執照。（Getty Images）

FCC去年單獨投票決定，禁止中國

移動進入美國市場。與此同時，商

務部將去年全球最大的 5G設備製

造商、中資電信集團華為加入了實

體名單，從而將其有效地列入黑名

單。FCC還在去年年底將華為和中

興都劃入國家安全威脅之列，而川

普總統於今年早些時候簽署了法律

法規，禁止使用聯邦資金購買華為

設備。採取這些措施主要是為了回

應對 2017年中國情報法的擔憂。

該法律要求中國公司和公民根據要

求，要向北京當局披露用戶數據。

據顯示正是安提法等暴力團伙推動

將和平抗議變成了暴力騷亂。 

在各個地方，斷資警察運動的

方式是不同的。 在明尼阿波利斯，

市議會似乎支持徹底結構性拆除該

部門。 在其他地方，警察部門將

保留下來，但獲得資金將減少。洛

杉磯市市長埃里克．加塞蒂 (Eric 

Garcetti)計劃削減該市警察局資

金多達 1.5億美元，並將這筆錢重

新分配給「黑人社區和有色人種社

區」。 而紐約市市長比爾．德布拉

西奧 (Bill de Blasio)週末宣布，他

將把紐約警局資金用於社會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