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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將立即停止向WHO提供資金

據 福 克 斯 新 聞（Fox News 

Channel）報導，在簡報會上，川

普宣布緩解美國國民經濟停擺的計

畫正在敲定，他將「授權州長重新

開放各州，並在他們認為合適的時

候重新開放」。同時 ,美國將進行

60至 90天的調查，弄清「以中方

為中心」的世衛組織如何「嚴重管

理失當和掩蓋中共病毒（又稱武漢

病毒、新冠病毒）的傳播而造成如

此多的死亡」。

自 1948年世界衛生組織成立

以來，美國一直是資金來源的最大

捐助國。 2019年，美國向該組織

的捐款超過 4億美元，幾乎是北

京捐款 4,400萬美元的 10倍。原

先，美國國務院計畫在兩年內向該

機構提供 8.93億美元，而今，川

普聲明：「我們對美國的慷慨解囊

是否被善用感到深切關注。」並指

責世界衛生組織未能使國際社會充

分瞭解中共病毒（又稱武漢病毒、

新冠病毒）的威脅。

川普還強調：「世衛組織未能

履行這項職責，必須追究責任。世

衛組織在 2019年 12月忽視了該

病毒可能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可

靠信息』」。 事實上，早在去年 12

月下旬，武漢醫務人員就被懷疑感

染了這種疾病，充分表明人與人之

間的傳染性是可能存在的。此外，

1月 4日，香港大學感染中心負責

人在《國家評論》發表的聲明中也警

告：「香港應對導致內地數十人的

新型病毒性肺炎進行最嚴格的監控， 

因為這種疾病極有可能在人類之間

傳播。」

不過，與之相反的是，北京

政府卻在初期壓制有關該病毒的消

息，並拘留了最早的吹哨者李文亮

醫生；而世界衛生組織於 1月 8日

宣布：「（中方）在短時間內能初步

鑒定出一種新型病毒是一項顯著的

成就，表明中國在處理新疫情方面

的能力有所提高。」1月 14日 ,世

衛組織又再次呼應了當局的聲明：

「中方當局進行的初步調查，未發

現在中國武漢發現的病毒存在有人

與人傳播的明確證據。」到了 1月

19日，世衛組織雖然改變了先前

的說法，但仍未明確表態，並指稱

「還未有足夠關於此疾病如何傳播

的臨床特徵，及其傳播程度或來源

的確切結論。 」

美國頂級傳染病專家安東尼．

福 西（Anthony Fauci） 博 士 分

【看中國記者路克編譯】4月14日
傍晚，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的新聞

發布會上宣布，美國將立即停止

向世界衛生組織（WHO）提供資
金，川普指世衛組織「將政治正確

置於挽救生命之上」。

【看中國記者董林杉綜合報導】

華為子公司「上海華為技術有限公

司」4月 10日出現重大人事變動，

華為創辦人兼 CEO任正非退出董

事，前華為總裁孫亞芳亦卸任公司

法人、董事長，由田興普接任，而

後者背景一直是撲朔迷離。

這是繼北京華為數字技術有限

公司後，又一華為核心子公司出現

高層人事變動。上海華為技術有限

公司人事變更，除了任正非、孫亞

芳外，核心高官徐直軍、徐文偉、

郭平、胡厚崑也都全部退出，新增

董慶陽、陳志東為董事。

上海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1年 1月，註冊資本 2億人民

幣，經營範圍包括軟件開發，通信

技術領域內的技術服務等，由華為

技術有限公司全資控股。

而田興普先後取代孫亞芳成為

兩家華為全資子公司的法人代表。

去年 11月 22日，北京華為數字

技術有限公司辦理工商變更，原副

董事長任正非退出，原董事長孫亞

芳卸任法定代表人，原董事徐文

偉、郭平等退出，由田興普接任。

不過，田興普的個人背景卻撲朔迷

離，甚至連出生年月也是個謎，至

今可搜尋到的只有一個身分，就是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北京研究所所

長。另外，新加入的董事陳志東個

人背景、來歷資料也不詳。

此前 ,原華為南京研究所工程

師金淳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

曾表示，這是中共情報部門對華為

的全面洗盤，試圖逃避或突破美國

的司法追緝。金淳說，任正非明顯

是國家情報系統的人，既然已經曝

露了，他到美國，或者歐洲肯定會

被逮捕，所以他現在甚麼事情也辦

不了。因此，中共要啟用一些還沒

有暴露的情報人員來擔任華為的高

層。身分敏感，當然所有東西都不

能透露了。

旅美學者吳祚來認為，華為現

在面臨的困境，以及情況的持續複

雜化，都讓中共感到不放心，現在

他們直接換成了自己更信任的人，

便於更直接地掌控。

其實，去年 12月，華為心聲

社區發布了任正非接受媒體採訪紀

要。在談到華為要找一個替代創始

人的人難度有多大時？任正非表

示，「在華為，自己實際是一個傀

儡，在與不在對公司沒有那麼大影

響。」任正非稱自己在華為是一個

傀儡，耐人尋味。有分析認為，在

美國制裁的大背景下，任正非卸任

北京華為高管職位，自曝在華為是

一個傀儡，這很可能是其接到官方

指令、即將離場的一個信號。

雖然任正非稱是 IBM數百位

專家，幫助華為奠定了很重要的組

織結構和管理基礎，不過，孟晚舟

事件發生以來，任正非、華為與軍

方及江澤民家族的關係被廣泛曝

光 ,任正非的「白手套」角色已日

漸明朗。據港媒報導稱 ,外界一直

盛傳 ,江澤民之子江綿恆與華為創

始人任正非的「關係」不一般 ,常

常為其「下指導棋」;而華為的「低

調」卻迅猛發展 ,更隱藏北京不可

告人的戰略目的。而且華為公司深

度參與江綿恆主導的「金盾工程」。

起初，任正非首次踏上美國領

土時 ,華為的營收還不到10億美元 ,

任正非卸任上海華為技術子公司董事 新任董事長背景成謎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

美國威斯康辛州參議院議長羅

斯（Roger Roth）近日爆料，

他曾收到中共駐美領事館的郵

件，希望他能通過決議案稱讚

中方對抗中共病毒（又稱武漢

病毒、新冠病毒）疫情的努力，

羅斯氣得只用一個英文字回應：

「你在痴人說夢吧（Nuts）！」。

據美國地方媒體《威斯

康辛觀察家報》（Wisconsin 

Examiner）報導，3月 26日，

羅斯提出威州參議院第 7號決

議，標題為：「確認中國共產黨

故意在武漢冠狀病毒上誤導全

世界，堅決聲援中國人民譴責

中國共產黨。」

而早先，羅斯就收到一封

來自Hotmail的郵件，寄件人

為中領館工作人員，要求他通

過一項決議，支持中方對抗疫

情的做法。他收到郵件日期為2

月 26日。在當時，他以為這是

惡作劇郵件，並沒有多加理會。

3月 10日，他又收到同樣

訴求的第二封郵件，此次是通

過政府官方管道，經確認該封

郵件確實來自中領館，而且他

們被告知中領官員經常使用私

人電子郵箱發送與工作有關的

郵件，因為這樣傳送速度會更

快。羅斯說：「我被氣壞了，

當時美國的疫情開始爆發。」 他

在郵件上只用了一個字回覆：

「你在痴人說夢吧（Nuts）！」。

【看中國記者朱莉採訪報導】4

月 8日，中共當局宣布武漢解封，

此後中共官媒也全力開動宣傳機

器，渲染解封後的武漢一派「繁榮」

景象。然而，民間卻不斷有消息披

露，當地很多社區持續出現新增病

例，有來自武漢瞭解疫情的加拿大

人士稱，「解封」只是中共當局玩的

一個文字遊戲而已。

解封是文字遊戲

日前 ,旅居加拿大魁北克的劉

先生向《看中國》披露，他在武漢的

親戚已經七、八十天沒出門了，到

現在還不知道甚麼時候能出去，「今

天早上又發了新通知，呼籲大家不

要聚餐和不要聚會，可能很快就要

加大封城力度了。」

劉先生表示，中共這次解封

的政策很明顯，對於武漢本地人，

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有工作的、

能掙錢、有用的奴隸，你才可以出

門；對於另一種，沒工作的或者公

司在疫情期間倒閉的、這些你就是

沒用的奴隸，你就老老實實在家待

著，「解封本來就是一個文字遊戲，

因為你沒有通行證是出不了社區

的。如果你把它想得簡單一點，就

像納粹集中營一樣，如果你在納粹

的一個工廠上班，你就可以離開集

中營。如果你沒有在任何納粹的工

廠工作，你就只能待在裡面。」

武漢在50天內
感染病人升至50、60萬
當被問及是否相信武漢疫情已

經得到控制，可以復工復產時，劉

先生說：「怎麼可能？從 12月 9日

的 7個人感染，到 2月分的將近 50

萬到 60萬人感染，中間隔了不到

50天，如果再有 7個人感染很可能

再爆發的，也就幾十天的事情。」

記者進一步追問，50萬到 60

萬人感染這個數據是如何掌握的？ 

劉先生說：「感染人數肯定不是公布

的 5萬多，因為光武漢就有 3萬臺

呼吸機，光湖北省就有 30萬的醫生

和護士，具體數字說不清了，全國

支援湖北的醫務人員為 4.6萬，這

是政府公開的，武漢市有 12萬的醫

生護士。就拿呼吸機來說，這個病

上呼吸機的概率也只有 5%左右，

【獨家】解封只是文字遊戲 武漢感染人數驚人 

中領館求讚抗疫 
美議長怒罵回應

那麼你就可以知道這樣算下來至少

是 50到 100萬人。」

至於死亡人數怎麼算呢？ 劉先

生分析：「武漢有 3千台有創呼吸

機，這是前天公布的，就是需要切開

氣管來使用的呼吸輔助機器。據我

所知，武漢的有創呼吸機一個病人

只給用三天，如果救活就救活了，

如果救不活就拔管。安裝上有創呼

吸機的病人，80%都死掉了。基於

這個數字，死亡的人數應該在 5到

10萬之間，這還不算死在家裡的那

些人。這是公開的 ,3千台有創呼吸

機，可能整個（加拿大）魁北克省

都沒有這麼多！ 所以，是他們的數

字導致了全球的爆發，因為基於他們

的數字，這只是一個小病。如果他

們把真實的數字提早爆出來 ,那麼歐

洲、北美都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1月20日到22日之間
疫情徹底失控

劉先生氣憤表示：「我認為整

個疫情 ,如果我們有新聞自由、有

言論自由 ,整個疫情是早早就可以

控的，可能在 1月的 10多日，我

們就能夠控制住這個疫情。我國內

的親人都在漢口，我的親戚朋友裡

面最早被感染的人是在 1月 10日。

1月 10日意味著甚麼？這個時間被

感染的只有兩種人被感染：一個是

在華南海鮮市場附近的人，再一個

就是醫生，只有這些人感染，大概

方圓 5∼ 10公里這樣一個感染。

到了 1月 20日左右，整個漢口就

都有人感染了，這些人主要集中在

地鐵沿線，地鐵沿線和醫院，大批

的人感染，我家裡親人也是在 1月

的 15、16日感染的。 到了 1月 20

到 22日之間，基本你在外面就會被

感染，這個時候就徹底失控了。」

世衛完全聽命於北京

劉先生強調：「共產黨從始至

終對疫情的狀況都非常清楚，而且

世界衛生組織也是完全聽共產黨的

話，叫它幹甚麼就幹甚麼，如果世

衛在 1月 23日就宣 t大流行，全世

界就不會現在的局面。這個是全世

界長期以來對共產黨不去管束的原

因，去縱容它！首先，1月分的時

候，世衛跟著中共說沒有人傳人，

位於日內瓦

的世界衛生

組織總部。

析世衛組織反覆重申來自中方的錯

誤信息，影響了美國應對疫情的工

作；《華盛頓郵報》甚至刊登了一則

消息，內容引述一名中方官員要求

外界應對此表示出「同情」，並抨

擊白宮「無視世衛組織反對旅行限

制的建議」。

與此同時，在川普於 1月 31

日宣布對中國的旅行限制僅數小時

後，前副總統拜登隨即就批評川

普是「歇斯底里的仇外心理」。

直至 3月，《華盛頓郵報》方

才承認北京和世界衛生組織掩

蓋、輕描淡寫了這次疫情爆發的嚴

重性。

而今將達到1000億美元。 據報導，

一位華為前高管的表示 :「第一個

十年生意平淡 ,然後公司就像瘋了

一樣迅速騰飛。人們懷疑肯定是發

生了甚麼有助於公司生意的事情 ,

但即使在公司內部這也是個謎。」

報導還披露 ,種種跡象表明任

正非得到了最高層的支援。 1994

年 ,他向當時中共黨魁江澤民做了

彙報；幾年後 ,華為就承建了中共

軍方首樁全國範圍的通信網絡。

其實，中共早在 25年前就開始補

貼華為 ,提供稅收減免優惠。中共

政府支持華為的各項補貼 ,包括補

助、信用貸款、稅收減免和其他形

式的財務援助 ,金額多達 750億美

元。業內人士表示 ,獲得龐大政府

補貼的華為 ,以低價掠奪海外市場 ,

價格大約比競爭對手低 30%。

(Yann Forget/Wiki/CC BY-SA)

這是誤導；第二 ,在武漢封城以

後，世衛也沒有把武漢列為疫區，

如果在 2月就列為疫區，那麼這些

感染者就到不了歐洲，也毀不了世

界。」

最後，記者問及目前武漢民眾

是否得到政府的實際救助時，劉先

生回答說：「從來都沒有，過去也沒

有，不但沒有，他們還通過政府招

募一些流氓和親戚做為所謂的社會

義工。居民到超市去買東西， 正常

1 瓶水 1 元人民幣，可是他們卻賣

給居民 4 元，如果你不通過他們買， 

就只能等在家裡餓死。那些義工都

是與共產黨政府有關係的人！每個

人報名當義工給社區買東西是不可

能的！ 3 個月以來都是這樣的。」

武漢地鐵(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