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告洽詢專線：212-730-6963

看時事A2 www.kanzhongguo.com

投稿與反饋：kzglife@kanzhongguo.com   

公元2020年4月10日—4月16日  第737期

川普計畫 重開美國部分經濟 

現狀：美國經濟自由落體

在美國，目前餐館、酒吧、酒

店、體育館、美容院、娛樂場所和

其他被政府通告定義為「非緊要」

的企業已被勒令關閉，42個州已頒

布實施嚴格的居家政策，種種措施

令美國人的生活、工作陷入停頓。

專家警告說，其後果將是經濟

自由落體，比 2008年金融危機更

嚴重。在 3月分的最後兩週，創

紀錄的已經有 1000萬美國人首次

申請失業救濟，這是經濟嚴重衰退

的標誌。

經濟學家對失業率攀升走向的

分析差異很大，但普遍認為未來將

是嚴峻的。根據聖路易斯聯邦儲備

銀行近日發表的分析預測，疫情將

導致超過 4700萬工人被解僱，第

二季度失業率可能達到 32％，那將

超過大蕭條時24.9％的失業率峰值。

經濟欲重振 始於小城鎮
財政部長姆努欽對「福克斯

商務」主持人巴蒂羅莫（Maria 

Bartiromo）表示：「川普總統非

常關注我們如何重新開放部分經

濟。在美國的某些地區，如紐約疫

情很嚴重，這顯然是非常、非常令

人擔憂。但在其他地區，疫情卻沒

有那麼嚴重。」

彭博引述未具名知情人士的消

息稱，白宮已經開始著手擬定讓經

濟重回常軌的計畫，在不放鬆防疫

的同時，將以受疫情影響較少的小

城鎮為起點，逐步的恢復人們的工

作、生活和消費。

此前，川普在白宮病毒新聞簡

報會上聲明，正在考慮建立第二個

防疫工作組以重振經濟：「想想，

要有一群人想辦法去做這件事情，

我們必需振興經濟。 」

救生圈：
刺激經濟復甦的計畫
為了支撐經濟，國會 3月底通

過了一項 2.2萬億美元刺激經濟復

甦的計畫，包括對收入在 99000美

元以下的成年人支付一次性 1200

美元的現金補貼；另外「薪資保護

計畫」也為小企業提供 3500億美

元的可寬免貸款，以維持其工資總

【看中國記者理翱編譯 /綜合報
導】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Steven 
Mnuchin）4月7日表示，中共病毒
（又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大流

行迫使全美範圍內的商務，前所未

有的幾乎停擺。因此，川普總統正

在研究如何重新開放部分經濟體，

以重振美國經濟。

【看中國記者朱莉採訪報導】日

前，美國的中共肺炎（亦稱武漢肺

炎）確診病例不斷上升，而北京仍

在掩蓋疫情真實數據。《看中國》記

者就此問題，採訪了哈佛大學政經

博士、美國公民力量主席楊建利，

以及時事評論家橫河。

關於為何美國確診數據升高，

美國公民力量主席楊建利認為：

「不是因為美國的病例，確診的病

例，比中國要高很多，好像防疫失

誤了很多，不是；是因為美國現在

測的人數在增多。因為中國那邊，

很多都沒有測，而且現在有一些無

症狀的病例，現在基本上不算在裡

面去。而且早期，在武漢死掉了很

多、很多的人，都沒有算進去。」 

楊建利指在疫情初期，美國的

確存在防疫的失誤，他說：「一開

始我認為川普犯了兩個錯誤：一個

呢，中共那邊掩蓋真相。世界衛生

組織也受到誤導，這種誤導的情況

下，他就輕視了這個病毒的疫情。

另外一個呢，他沒有和他的盟國歐

洲、其他國家，迅速地把邊境談

好、關閉。因為那時候疫情已經進

了歐洲，這使得美國有兩大傳染源進

入美國：一個是中國，另外是歐洲。」

此外，有觀點認為在應對疫情

上，民主體制不如專制體制。對此

時事評論員，中國問題專家橫河先

生說：「對於民主體制、還是專制

體制更適合於應對重大自然災害的

爭論一直存在；確實，在動員全國

力量方面專制體制有更多優勢，但

專制體制由於信息不流通、社會各界

和政府各部門缺乏主動性、民間力量

受壓制，一旦決策錯誤，幾乎沒有糾

錯機制，實際用於救災的力量，並不

比民主體制更多、更有效。」

橫河還強調：「另一個更大的

問題是，由於等待上面的命令和當

局的不作為、反作為，早期貽誤戰

機是一定會發生的。如果一開始就

不封殺信息，本來是不需要做出如

此之大的犧牲、花那麼大力量來『戰

疫』的。美國政府做的如何，自有

媒體和民眾監督，而中國民眾對抗

疫、復工和事後追責，根本就沒有

發言權，更不要說決定權了！」

關於疫情前景，楊建利則表

示：「所以美國測得越多，當然你

的病例數字就會越多。那從理論上

來講，你測得越多，到最後，未來

的防疫就更安全。我覺得再有一個

月，我們就可以看出分曉。我非常

有信心。」

專家解析美中抗疫及前景之不同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

導】709案維權律師王全璋被

判刑 4年半後，於 4月 5日刑

滿出獄。但當局以疫情為由，

強行將他送至濟南接受 14天

隔離，隔離期間家人不得探望。

王全璋和好友通話時說，

目前屋外樓道裡全是看守他的

人，他無法返回北京。其妻李

文足批評，當局做法無異於軟

禁，雖出獄仍無異於繼續坐監。

她也在Twitter透露了丈

夫出獄的細節。5日下午1點，

她叫了外賣、訂了鮮花，快遞

順利進了社區，送到王全璋手

中。同一天下午，王峭嶺也訂

了鮮花，派送人員卻被帶到派

出所。她質問 :「現在不讓快遞

給全璋送餐，全璋吃甚麼 ? 」

同日，李文足委託王全璋

的堂弟前往探望，其堂弟卻被

帶到派出所做筆錄。警方不允

許堂弟去看望王全璋並給他帶

吃穿用品，如果硬闖就要被拘

留。李文足怒斥：「全璋不是

隔離病毒的，是繼續坐牢的。」 

【看中國記者理翱編譯】韓

國數十名被診斷為從中共病毒

（又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

中恢復過來的人，在解除隔離

所進行的病毒檢測後，其結果

卻再次呈陽性。

韓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KCDC)4月 6日指稱，被解禁

出隔離區後，卻在「相對的短

時間內」，來自大邱和慶尚北

道北部的 51人就被檢測出再

次呈現陽性的病毒反應。韓聯

社報導，韓國疾控中心總幹事

鄭恩京指稱，這種病毒很可能

是又被重新啟動，而不是人們

離開後再次受到感染。

其實，這群人還處在大

邱病毒爆發的「餘震」中。衛

生當局告訴韓聯社，一組調查

人員已被送到大邱，對這些病

例進行流行病學調查。此現象

的出現，使得人們對「一旦感

染該病毒，就對其產生免疫力

了」的質疑越來越多，也有衛

生專家引用與病例相類似的相

關研究進行解釋。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

在這次疫情中，屢屢發聲的上海疫

情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同時也是

上海大學社會學院院長、教授、復

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的

張文宏，近日傳出公告財產的消

息，向外界公開其自身並沒有擔任

企業的董事或股東。不過，外界疑

事件矛頭指向鍾南山。 

大陸自媒體「水水牛捨得」4

月 6日發文說：「張文宏公示自己財

產 !」 文章還提到：「張文宏的這個財

產公示，準確點說是公布年收入。」

文章開頭先介紹張文宏是 1969年

出生，浙江里安人，大陸傳染病專

家。據指，張文宏自曝年收入 184

萬，並說明收入來源於三方面 :

一、華山醫院呼吸科主任，工

資獎金年入 50萬。 

二、國家重點項目學科帶領

人，年入 120萬。 

三、每年在全球頂尖醫學雜誌

《柳葉刀》上發表一篇署名論文，專

利費 2萬美元。 

文章作者指稱，張文宏有一點

讓人非常吃驚，那就是他不是任何

企業的董事或者股東。這一點和官

方熱捧的中國傳染病學權威、中共

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

山不同。

鍾南山近期重新成為眾人的焦

點，因為媒體曝光，鍾南山持有 3

家公司。此外，與之密切相關的公

司高達 90家。據大陸國家中小企業

發展基金會旗下的「天眼查」權威

軟件，查核後發現，鍾南山持有的

3家公司中，其中有一家是廣州呼

研所醫藥科技有限公司，鍾南山任

職董事長，而該公司的副董事長周

榮持也有 34家公司，另一名副董事

長張曉雷持有 20家公司。此外，該

公司高管總計持有高達 90家公司；

不禁令人質疑，廣州呼研所醫藥科

技有限公司高管層屬於「科技權貴

階層」，這些專家背後是否有盤根

錯節的廣大利益 ? 

對此，鍾南山本人並未做出

任何回應。而前述文章作者則強

調，這個公布收入的象徵意義遠遠

大於實際意義，希望他這個感染科

主任，能將更多的病毒，包括侵蝕

「官場」的病毒活活的控制住。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

導】美國總統川普 6日在白宮疫

情新聞會上宣布，白宮已和 3M

達成協定，3M同意每月向美國

額外供應 5550萬個N95口罩，

以解決美國疫情蔓延之際，前線

醫療人員口罩緊缺的困境。 3M

公司於 1902年，在美國明尼蘇

達州北部成立，而 3M最大的口

罩製造廠位於中國上海。 

   《華 盛 頓 觀 察 家 報》

(Washington Examiner)引述川普

總統的話稱：「我們已經與 3M

達成了一項協定，這是非常友好

的協定；3M公司每月將額外供

應 5550萬個高質量的口罩，在

接下來的幾個月中，我們將為我

們的一線醫療工作者提供 1.665

億個口罩。」早先白宮和 3M爆

發的「口罩紛爭」也就此落幕。 

張文宏公告財產 疑指鍾南山

川普總統正在研究如何重新開放部分經濟。（Getty Images）

白宮3M達協議 月增N95供應
美國脫口秀主持人、記者、

律師和作家傑拉爾多‧里維拉

(Geraldo Rivera)表示：「北京

政府對 3M說，你在這裡製造

口罩，要將這些口罩留在這裡。

中方要了，你們不能出口。這就

是為甚麼我們沉迷於中國政治、

中國製造的經典例子；他們把我

們當作人質，即使是一家美國公

司，也無法將其口罩從中國工廠

出口到美國。」

據福克斯新聞網報導，美國

3M公司和霍尼韋爾 (Honeywell)

公司的高管對白宮官員透露，其

實北京政府早在 1月分就開始封

鎖了他們在中國工廠生產的N95

口罩、鞋套、手套和其他用品

的出口。此外，中方以批發價付

款，卻禁止 3M公司出售給其他

任何人，其中也包括美國。 

額，針對大企業則提供了 5000億

美元的救助資金。

「薪資保護計畫」旨在讓陷入

困境的小企業獲得現金，並激勵他

們保持員工薪資水平，或請回已被

解僱的工人。不過，要獲得此項援

助，企業必須至少在 2020年 2月

15日前就開始營運。企業可以借用

2.5倍於其工資總額的貸款，或最高

1000萬美元的貸款，用於支付工資

和其他費用，例如到 6月 30日的保

險費、抵押金、租金或電費等，而

這些貸款由聯邦政府提供擔保；根

據政府小型企業管理局的說法，如

果 75％的錢用於保持工人就業，貸

款將被完全免除，企業無需還貸。

姆努欽還介紹，至少有 3000

家由小型企業管理局支持的貸方參

加了該項計畫。 一位高級政府官員

表示，截至 6日下午，已償還了逾

13萬筆貸款，價值超過 400億美

元。姆努欽稱，如果該計畫資金用

完，川普政府將要求國會補充該項

基金。

一線曙光：疫情趨緩

其實，刺激經濟計畫只能給美

國經濟的下跌提供緩衝，只有重新

開放部分經濟運作，才能讓經濟止

跌並重振。彭博分析，重振計畫還

在初步階段。不過，受到紐約疫情

呈現趨緩跡象的鼓舞，川普和經濟

顧問們再度大膽討論如何讓美國人

重返工作崗位。

王全璋律師出獄 
遭到變相軟禁

韓國51名康復者 
複檢呈陽性

今年 1月，上海爆發疫情後，

張文宏因為對媒體說過一段「讓黨

員先走」的講話而走紅。  2月他又

發表與專家組組長鍾南山的「疫情

發源不一定在中國」的言論相反的

觀點，他認為病毒是從武漢出現，

而不是從外國傳入。正當鍾南山聲

稱國內沒有大量無症狀感染者時，

張文宏也隔空打臉稱 :「我們發現

無症狀的病人越來越多」，並稱是

「最大的風險」。

雖然外界認為張文宏本身也在

體制內，其略顯出位的言論目前仍

是為當局所利用。但前述自媒體文

章的作者還特別提到「官場」，這

就更是意味深長了；在無官不貪的

大陸，財產公告其實是個敏感議題。

不過，有關大陸官員的財產

申報和公告的制度，官方也曾有些

動作，前些年一直都有試水溫的傳

聞。其中，2014年 8月，北京當局

曾頒布《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 (徵求

意見稿 )》，試圖嘗試官員財產公開

制度。中國社會學者鄭也夫曾發文

稱，官員財產公示應從 7名常委開

始。但中南海毫無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