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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紀錄》揭美踐踏公民權
金錢政治 貧富分化 種族性別歧視 兒童安全惡化

《美國人權紀錄
美國人權紀錄》
》部分數據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昨日發表
《2018 年美國的人權紀錄》（下稱《人權紀錄》）、《2018 年美國侵犯

槍擊案件日趨嚴重

人權事記》，對美國侵犯人權的狀況進行揭露。 《人權紀錄》指出，美

2018 年美國共發生涉槍案件 57,103 件，導致
14,717人死亡、28,172人受傷，其中未成年人
死傷3,502人。

國內閣成員的財富總額達 43 億美元，美國政府成為富豪代言人。

《人權紀錄》分為導言、公民權利屢遭
踐踏、金錢政治大行其道、貧富分

化日益嚴重、種族歧視變本加厲、兒童安全
令人擔憂、性別歧視觸目驚心、移民悲劇不
斷上演、單邊主義不得人心，全文約 1.2 萬
字。美國侵犯人權事記全文1萬餘字。
《 人 權 紀 錄 》 指 出 ， 當 地 時 間 3 月 13
日，美國國務院發佈《2018 年國別人權報
告》，繼續對世界上 190 多個國家的人權狀
況指手畫腳、抹黑污衊，而對自身存在的嚴
重人權問題卻置若罔聞、視而不見。如果人
們對 2018 年美國的人權狀況稍加檢視，便
不難發現自詡為「人權衛士」的美國政府，
其人權紀錄依然是劣跡斑斑、乏善可陳，其
奉行的人權雙重標準昭然若揭。

選舉獻金
「黑錢」
大行其道
《人權紀錄》顯示，美國選舉腐敗愈演
愈烈，英國《衛報》網站 2018 年 8 月 7 日報
道，公眾普遍認為美國選舉是腐敗的，國會
議員被企業、富人和特殊利益集團俘獲。贏
得一個參議院席位的平均成本為 1,940 萬美
元；贏得一個眾議院席位平均至少要花費
150 萬美元。選舉過程中存在大量「以金錢
換選票」的舞弊現象。
《人權紀錄》又指出，美國選舉秘密捐
助資金和「黑錢」大行其道。美國全國廣播
公司新聞網 2018 年 7 月 21 日報道，美國財
政部宣佈不再要求大多數非營利組織報告捐
贈來源，大大降低選舉的透明度。在 2018
年美國中期選舉中，候選人競選委員會以外
的外部團體花費的「黑錢」達到破紀錄的

9,800 萬美元。在外部團體為影響國會選舉
而播放的電視廣告中，超過 40%是秘密捐
贈者資助的。
根據《人權紀錄》，美國政治人物腐敗
醜聞層出不窮。《邁阿密先驅報》2018 年
12 月 8 日報道，佛羅里達州塔拉哈西市前市
長馬多克斯被指控 44 項罪名，包括受賄、
勒索和欺詐等。英國《周刊報道》網站 12
月 14 日刊發題為「腐敗正在侵蝕美國民
主」的文章，指出企業通過競選捐款和利益
回報承諾俘獲美國政客，使政客代表他們的
利益立法。

2018 年美國發生 94 宗校園槍擊案，共有 163
人傷亡，是有記錄以來校園槍擊案數量最多、
傷亡最重的一年。

貧富分化更嚴重
美國 1%的最富有人群擁有全國 38.6%的財
富，1,850 萬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中。非洲裔的
貧困率是白人的 2.5 倍，失業率長期維持在白
人的2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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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七成人稱民主越來越弱
《人權紀錄》指出，民眾對美國政治持
悲觀態度。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8年4月26日公佈的一項
針對美國民主和政治體制的調查顯示，53%
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沒有做到「尊重所有人的
權利和自由」。《新聞周刊》網站6月26日
報道，民意調查顯示，55%的受訪者認為目
前美國的民主「很薄弱」，68%的受訪者認
為美國的民主正在「變得越來越弱」。
《人權紀錄》稱，美國網絡監控司空見
慣。美國政府的「稜鏡」項目 24 小時運
行，未經授權恣意對公民的電子郵件、臉譜
網消息、谷歌聊天、Skype 網絡通話等進行
監聽監控。
《人權紀錄》強調，美國悍然退出聯合
國人權理事會。《大西洋月刊》網站的報道
文章分析認為，美國此舉最陰險的意圖是為
了防止自身受到侵犯人權的指控。

移民政策致骨肉分離
美國政府2018年4月開始實施「零容忍」政策，
導致至少2,000名移民兒童被迫與家人分離。
■資料來源：新華社

中方促美反省自身人權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美方
近日發表報告指責中國人權狀況，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陸慷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我
們敦促美方客觀公正看待中國人權狀況，停
止利用人權問題干涉中國內政。
有記者提問，美國國務院近日發表
《2018 年國別人權報告》，其中涉華部分
再次指責中國人權狀況。中方對此有何評
論？
陸慷表示，美方報告涉華部分和往年一
樣，充滿意識形態偏見，罔顧事實，混淆是
非，對中國進行種種無端指責。我們對此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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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反對，已經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他說，中國政府高度重視保護和促進人
權。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 40
多年來，中國人權事業取得巨大成就。中國
人民對此最有發言權，國際社會也是有目共
睹的。中國人民將繼續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道路堅定前行，不斷取得新的發展成就。
陸慷表示，我們敦促美方摘下有色眼
鏡，摒棄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客觀公
正看待中國人權狀況，停止利用人權問題干
涉中國內政。我們也奉勸美方好好反省自己
國內的人權問題，先把自己的事情辦好。

內房銷售面積近4年首降
市場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按照中央關於房地產「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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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地對待購樓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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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1 月至 2 月份，土地購

置面積累計同比增速由正
           
轉負，較去年大幅回落


48.3 個 百 分 點 至 下 降


34.1%，房地產開發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 到位資金同比增長 2.1%，增速比 2018 年全年
統計局昨日發佈的數據顯示，2019 年 1 月至 2 回落4.3個百分點，均顯示未來房地產投資仍面
月份，內地商品房銷售面積 14,102 萬平方米， 臨較大下行壓力。
而從投資看，1月至 2月份房地產投資增速卻
同比下降 3.6%，2018 年全年為增長 1.3%。這
是時隔 43 個月後，內地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再 出現超預期上升。1 月至 2 月累計，房地產投資
次進入下跌通道。專家認為，樓市進入下行周 同比增長 11.6%，比 2018 年全年提高 2.1 個百
期 。 今 年 的 政 府 工 作 報 告 未 提 及 「 房 住 不 分點，為 2014 年 12 月以來新高。毛盛勇解釋
炒」，而是強調「以中心城市引領城市群發 原因稱，前期土地購置費增長比較快，再加上
展」，這或為未來數月內放鬆大城市房地產調 今年以來房地產企業施工進度有所加快，推高
了房地產投資。
控留下政策空間。
對於未來樓市走勢，毛盛勇認為，一方面有
商品房銷售額同比增速也大幅回落，數據顯
示，今年1月至2月份，商品房銷售額為12,803 積極因素，當前樓價比較平穩，房地產新開工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僅增長 2.8%，增速 面積、施工面積保持增長；另一方面，制約因
較去年回落9.4個百分點，其中住宅銷售額同比 素包括1月至2月份土地購置面積下降、商品房
銷售面積下降，未來走勢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增速從2018年14.7%下降到4.5%。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表示，內地商品
「房住不炒」
促理性購樓
房銷售面積增速上一次出現下降，是在 2015 年
對於樓市銷售大幅回落，國家統計局新聞發 5 月，此後連續 43 個月保持增長。商品房銷售
言人毛盛勇表示，一方面是受春節因素影響， 面積增速再次轉負，或許意味着長達 43 個月樓
今年春節因素影響大部分集中在 2 月份，對購 市上漲周期結束，2018年房地產市場逾17億平
樓行為帶來一定影響；另一方面，當前房地產 方米的銷售紀錄將很難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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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內地首兩月主要經濟數據
指標

同比增長

與 2018年全年比較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5.3%

下降0.9個百分點

固定資產投資

6.1%

加快0.2個百分點

房地產投資

11.6%

加快2.1個百分點

商品房銷售額

2.8%

下降9.4個百分點

消費

8.2%

持平

出口

0.1%

下降7個百分點

進口

1.5%

下降11.5個百分點

CPI

1.6%

下降0.5個百分點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