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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邊界衝突  印軍20人死亡

印度軍方 16日證實，中印

兩國軍隊 15日晚間在加爾萬河谷

（Galwan Valley）發生暴力衝突，

一名印度上校軍官與 19名官兵喪

生。印方聲明中還說，此次衝突雙

方都有人員受傷，目前在爆發衝突

地區的部隊已分隔開，兩國高級軍

官正在開會以緩解局勢。

中方不提死傷人數

6月 16日晚，中國西部戰區

新聞發言人張水利大校就中印邊防

人員在加勒萬河谷地區衝突發表了

聲明，但未提及死傷人數。 6月 17

日，印度國際亞洲新聞社（ANI）

報導，此次衝突中，中方至少有

43人死傷。不過，中共外交部發

言人趙立堅在 17日面對媒體詢問

時，仍不願說明中方傷亡人數，僅

以「雙方邊防部隊發生嚴重肢體衝

突，造成人員傷亡」一語帶過。

印度聲明 譴中共違背承諾
BBC 報 導， 印 度 政 府 發

言 人 斯 里 瓦 斯 塔 瓦（Anurag 

Srivastava）在記者會上表示，中

印雙方 6月 6日經過「建設性和有

成效」的會晤，已達成緩和局勢和

邊界對峙降溫的共識。他原本期待

雙邊基層部隊可以順利執行雙方協

議，但沒想到中共軍方做法「偏離

了」雙方達成的共識。斯里瓦斯塔

瓦說：「2020年 6月 15日晚，由

於中方士兵試圖單方面改變原有實

際控制線，導致暴力對峙。對峙雙

方都有人受損，而這些損失原本是

可以避免的。」

《環球時報》推文改口

稍早《環時》記者王雯雯在推特

發文稱，「報導指衝突造成解放軍

5死 11傷」。總編輯胡錫進也發

文稱，據他瞭解，中方士兵也有人

員傷亡，但隨後又改口否認。王雯

雯也改口表示，5死 11傷的數字

她引用了印度一家媒體報導。

中印小衝突50年不斷
中國與印度之間有著超過

3440公里的邊境線，但兩國對大

部分邊界持有爭議。兩國邊境巡邏

人員也經常發生衝突，偶爾會發生

混戰，但雙方都堅稱 50年來沒有

發射過子彈。中印之間在 1962年

曾發生過戰爭，當時印度打了屈辱

【看中國記者亨利綜合報導】中

印兩國的士兵於6月15日在具爭議
性邊界地帶爆發衝突後，雙方高

層官方立刻協商降溫。北京隨後

透過亞投行釋款給印方，被部分

人士解讀為賠款求和。

【看中國記者鍾琺綜合報導】京

東集團預定 6月 18日在香港上市，

然而集團創始人劉強東卻在近日卸

任旗下 5家公司的高層職務，此舉

引起了市場關注。

中國企業資訊網站「天眼查」

資料稱，自 6月 11日起，京東集

團創辦人劉強東卸任了該集團旗下

5家公司的高層職務，包括天津京

東啟正貿易有限公司經理、廊坊京

東吉特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廊坊

京東冠馬貿易有限公司經理、廣東

京東云錦揚資訊技術有限公司經理

和昆明京東云科物流有限公司總經

理等。與此同時，劉強東助理張雱

也辭去上述 5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職務。

由於京東集團近日公開宣布，

該集團預期將於 6月 18日在香港

上市，國際發售與香港公開發售的

最終價格都已確定為 226港元。 因

此，劉強東近期的卸任引發市場的

關注。

自 2020年 4月 2日，劉強東

不再擔任北京京東世紀貿易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總經理

職務，由京東零售集團執行長徐雷

接任。央視 2019年 11月 7日稱，

劉強東因個人原因辭去第十三屆全

國政協委員。 但央視新聞報導並沒

有說明劉強東辭職的具體原因。

官方網站信息顯示，據全國政

治協商會議章程第 38條規定，「因

工作變動或其他原因不宜繼續擔任

委員的，本人應當辭去委員。 對違

反社會道德或存在與委員身分不符

行為的，應當及時約談或函詢，經

提醒仍不改正的，應當責令其辭去

委員。 」另有，第 39條規定，「對

違法違紀的委員，全國政協全國委

員會常務委員會或地方委員會常務

委員會應當依照法律和有關規定做

出相應處理。 」

綜合美國媒體報導，美國當地

時間 2018年 8月 31日晚，因涉

嫌「性犯罪」，明尼阿波利斯警方

逮捕了劉強東。  9月 1日下午，劉

強東被釋放。 隨後，京東集團在新

浪微博發表官方聲明稱，劉強東遭

遇了「不實傳言」和「失實指控」，

「當地警方調查未發現有任何不當

行為」。 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發言

人約翰 ·艾德則表示，此案仍在調
查當中，警方決定不繼續對其拘留， 

調查期間劉強東的活動不受限制，

甚至可離開美國，因為警方相信必

要時可聯絡到劉強東。 

即將在香港上市 劉強東卸任京東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

報導】浙江溫嶺市一輛油罐車

13日在高速發生重大爆炸意

外，波及周邊超過 200棟民宅

受損及大量車輛燒毀，周邊甚

至有車子被炸飛 4層樓高，附

近村子也陷入火海。 截至 15

日，已知 20人死亡，尚有數

十人正在搶救中。

溫嶺市新聞辦公室 15日

通報，截止 15日，這起槽罐

車爆炸事件共造成20人死亡，

24人傷勢嚴重，171人住院治

療。 現場搜救工作基本結束，

後續善後工作正在進行中。

這場爆炸的傷害，浙江

大學能源工程學院教授金濤直

言，比巡弋飛彈的威力還大；

中國安全生產科學研究院前院

長劉鐵民則認為，此次事件暴

露的不僅是危險化學品運輸問

題，更反映相關部門監管力度

不夠。

此次意外原因，一度傳出

是車輛追撞意外所致，但浙江

高速交警立即出面否認，並稱

事故並非「追撞」所引發。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

合報導】美國國會眾議院外

交事務委員會共和黨人 6月

15日針對中共肺炎（SARS-

CoV-2）起源和爆發過程，發

表初步調查報告。 報告證實，

北京從未正式向世衛通報疫

情，已違反《國際衛生條例》。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

會首席共和黨成員麥考爾

(Michael McCaul)率領小組

發表了這份報告。這份長達

50頁的報告，題為「少數黨中

期報告 :關於 Covid-19全球

大流行病起源——包括中共與

世衛組織角色」這是各界多月

強烈譴責中共隱瞞疫情以來，

由美國國會公布的首份官方報

告。 報告按照時間點，詳細

列明去年 12月以來中共肺炎

（SARS-CoV-2）各重要事件

的發生，讓公眾對初期疫情的

爆發和當局的應對有完整概括

的瞭解。報告也說明，中國共

產黨政府如何隱匿疫情資訊，

以及世界衛生組織在其中發揮

了甚麼作用。

【看中國記者理稜康編譯】喬

治 ·弗洛伊德（George Floyd）

的弟弟菲洛尼斯 ·弗洛伊德
（Philonise Floyd）6 月 14 日

明確表示反對不斷擴散的「停資

警察」（Defund Police）運動。 

他說：「警察可以做他們應做的

工作，並且仍然保持對他人的尊

重。」 而弗洛伊德家族的律師也

聲明，他們沒有推動解散警察部

門的運動。

據福克斯新聞網報導，喬

治．弗洛伊德的弟弟菲洛尼斯、

表弟泰特（Tate）、弗洛伊德

家族的律師克魯普（Benjamin 

Crump）與福克斯新聞的節目主

持人內維爾（Arthel Neville）

一起討論了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

利斯警方手中不幸離世的事件。

此前，菲洛尼斯 ·弗洛伊德

美議員要求 重審EB-5簽證

弗洛伊德家人反對停資警察 
在福斯新聞的一個節目中表態

說 :「我希望美國所有的警察都

能找到工作，並以對的方式、正

確的方式去做工作。 （那樣）無

辜的人就不必死。」

「您可以盡自己的一份努

力，並且仍然保持對他人的尊

重。」菲洛尼斯發表的這一評

論，正當他的哥哥在 5月 25日

死亡後，越來越多的人呼籲削弱

執法之際。 而隨著暴力抗議活動

在全美各地爆發，「黑人的命也

是命」運動宣布了「全國切斷警

察資金（斷資警察）的呼籲」。 

該運動得到了著名的民主黨人和

一些名人的支援。但弗洛伊德家

族律師本傑明 ·克魯普告訴主持
人內維爾，推動斷資警察的努力

「並非來自菲洛尼斯．弗洛伊德

的家人或與我們合作的任何人。」

浙江油罐車爆炸    
大量民宅受波及

美報告稱北京
違反國際條例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

導】6月 15日，美國兩名共和

黨眾議員向聯邦政府問責辦公

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GAO）提出 :重審中方

「濫用」EB-5投資移民簽證項目。

這 兩 名 議 員 是 眾 議 院 司

法委員會成員雷申塔勒（Guy 

Reschenthaler）及委員會首席共

和黨成員喬丹（Jim Jordan），在

他們聯名發函給聯邦政府問責辦公

室總審計長多達羅（Gene Dodaro）

的信中指出 :「2020年 5月 21日，

川普總統宣布了對中方的採取一項

新戰略方針，目標是『保護美國人

民、國土和生活方式』，因此，我

們寫信請求聯邦政府問責辦公室審

查中共濫用EB-5投資移民簽證項

目的程度。」

兩位議員在信件中也提供數據

說，在 2012年至 2018年期間，

每年近 1萬份的 EB-5簽證，其

中有 80%是被在中國出生的申請

者獲得。信中指稱 :「儘管 EB-5

項目在刺激資本投資、創造就業機

會方面大有貢獻，但近年來，很明

顯中共可能在濫用這個項目，讓其

成員獲得美國永久居留權。」兩位

議員在信中也建議數項觀點，希

望 GAO就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

為發現 EB-5項目中是否有欺詐行

為；或者讓中共人員躲避審查的方

法，以及有關提出申請的投資者是

否從中共或與其有關的機構獲得

EB-5投資資金等，進行嚴格審查

並報告。

他們認為，隨著美國國會重

新評估與中方的關係，因此是時候

再次審查EB-5項目的時機。據彭

博社報導，美國共和黨參議員也對

EB-5計畫提出質疑。

EB-5簽證是美國國會在 1990

年制定的一項計畫，由美國公民和

移民服務局（US.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負責操作，

每年約發放 1萬張投資移民綠卡，

主要目的是刺激美國經濟發展、提

供本地就業機會。一般情況下，投

資申請人設立至少要僱用 10名美國

人的企業公司，並至少投資 90萬美

元，就可以順利獲得 EB-5簽證，

繼而獲得美國移民綠卡。

另一方面，雷申塔勒在同天

也提出了《終結中國共產黨入籍法

性的敗仗。印度指責中方占領了該

國 3.8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而在過

去 30年的幾輪談判中，雙方都未

能解決邊界爭端。

2017年，中方在中印邊界

附近試圖修建一條穿越邊境的公

路，而引發衝突；至今年 5月，

數十名中印士兵在印度東北部錫

金邦（State of Sikkim）邊境爆

發肢體衝突。雖然如此，雙方 50

多年來都未曾有過發射子彈的嚴

重衝突。

雙方通話 亞投行貸款降溫
事態延至 17日，新華社報導

王毅同印度外長蘇傑生通電話，

「雙方同意公正處理加勒萬河谷衝

突引發的嚴重事態，共同遵守雙

方軍長級會晤達成的共識，盡快

使現地局勢降溫，並根據兩國迄

今達成的協議，維護邊境地區的

和平安寧。」

同日，匯通網報導，亞投行向

印度提供了 7.5億美元用於應對新

冠肺炎的貸款。亞投行是一家多邊

開發銀行，總部位於北京。在 100

個成員國中，中國是最大的股東，

占 30%股本。在此敏感時期釋出

大筆款項，推特上瘋傳此舉為中

方「割地賠款」。比較中立的分析

則認為：「這筆貸款是否能還，存

疑。但在兩國發生局部衝突時借貸

於印方，至少是示好！」

左圖為中印邊境印度守衛士兵，右圖為中方駐守中印邊境士兵（Getty Images）

案》（End Chinese Communist 

Citizenship Act），以阻止中國共

產黨員獲得美國綠卡。他指稱，中

國共產黨不斷在全球舞臺上從事有

侵略性的和不計後果的行為，包括

竊取美國的智慧財產權、違反國際

貿易法，犯下令人髮指的侵犯人權

的罪行，特別是隱瞞疫情，使全球

無法有效防範病毒導致大流行。他

說 :「很明顯的，中共黨員和我們

美國人的理想和價值觀不一樣。 我

們不應該允許他們享有作為美國公

民的所有特權。 」

其實，中共當局正是利用一些

中國學生，主要是研究生和博士後

研究人員，以非正當的方式獲取美

國的知識產權。美國總統川普也在

今年 5月 29日頒發總統公告，為

保障美國國家安全，6月 1日起將

暫停和限制頒發F和 J簽證給與中

共軍方有關聯的學生或研究人員。

總統公告說 :「中方正進行調動使

用多方資源廣泛行動，以獲取美國

的敏感技術和知識產權，部分是為

了增強其軍隊的現代化和能力，這

對我們國家的經濟和美國人的安全

而言，是一項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