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大利非營利組織「歐洲一體」

（Oneurope）成立「向中國政府集體訴訟

索賠」連署網站：

索賠金額：逾 1千億歐元

索賠理由：

根據國際健康規約，任何國家發生重

大流行病疫情，必須在 24 小時內向

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中共政府沒有做

到這一點，因此中共當局該負的責任

非常明確。

澳大利亞總理

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密西西比州

澳大利亞外交部長

佩恩（Marise Payne）

美國總統

唐納德 · 川普

（Donald Trump）

「如果他們（中共）是蓄意

的，我說那肯定會有後果」。

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

（Michael Pompeo）    

他說：「中國（中共）因為不分享信

息，給世界帶來了巨大痛苦、生命傷

亡，也給美國經濟和全球經濟帶來巨

大挑戰。」

「我非常相信中國共產黨一定會為它

們在這裡所做的事情付出代價，當然

是來自美國（的追責）。」

美國國防部長

埃斯珀

（Mark Esper）

「它們（中共）一直在誤導我們，它們

一直是不透明的。」他說，「因此，我

也不相信它們現在對我們是誠實的。」

訴訟詳情： 

訴訟人：州總檢查長

        艾瑞克·施米特（Eric Schmitt）
受理機構：聯邦法院

受到影響：5800 人感染，177人死亡

損失金額：約 440 億美元

 
訴訟方指出，中共當局進行了一場

「駭人聽聞的欺騙、隱瞞、瀆職和不

作為運動」，試圖掩蓋病毒的危險

性，他們對「給世界造成的巨大死

亡、痛苦和經濟損失負有責任」。

莫里森和佩恩在國際社會中推動對新冠病毒

在中國的起源展開獨立的全球審查  。總理莫

里森向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馬克龍

提出進行獨立審查的必要性。莫里森還與美

國總統川普通話，希望： 

• 改善世界衛生組織（WHO） 
• 加強全球對病毒起源的透明度

4 月 22 日，美國密西西比

州宣布計劃就中共病毒 ( 新
冠病毒 ) 帶來的損失起訴中

共。它是繼密蘇里州之後起

訴中共的第二個州。

澳洲內政部長杜登（Peter Dutton）
表示「死者和病患家屬有權知道疫情到

底是如何爆發的」。

日本政府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日本出資，正在考慮將日本製造業撤出

中國。

日本政府撥出了 2400 多億日元（約合

22 億美元），以幫助日本企業將生產

轉移回國內，或將生產基地多樣化，轉

移到東南亞。

瑞典國防部長

彼得 · 霍爾特維斯特

（Peter Hultqvist）

公開警告說，中共和俄羅斯媒體正在進

行虛假宣傳，以轉移輿論焦點，避免外

界對其處理這場危機的批評。

緬甸樞機主教和「亞洲主教團」

（Federation of Asian Bishops 
Conferences）主席

貌波（Charles Maung Bo）

貌波公開譴責中共，指中共於疫情爆

發第一時間打壓、隱瞞實情，成為天主

教首位批評中國的高階神職人員。
波蘭獨立媒體

IPP 電視台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

在美國白宮網站上主持發起了「要求中

共為傳播冠狀病毒予以賠償」的徵簽活

動。已收到 10 萬有效簽名，請願書已

成功提交給美國總統川普。

伊朗衛生部發言人

賈漢普爾

（Kianush Jahanpur）

4 月 5 日，他在視像會議上批評了中

國的疫情數據，將中國政府公布的

新冠疫情數字描述為一個「慘痛的玩

笑」，讓世界上許多人認為中共病毒

就像流感一樣，且死亡率更低，他說

現在看來中國與世界其它國家開了一

個慘痛的玩笑。

巴西參議員、巴西總統之子

愛德華多 · 博索納羅

（Eduardo Bolsonaro）

3 月 18 日愛德華多 · 博索納羅在海外

網絡社交平台推特上發推文，批評中共

政府為了逃避批評而隱瞞重要疫情，導

致如今病毒在全球大流行。他說，「專

制政權寧願隱瞞嚴重的事情，只為了逃

避批評。他們本應拯救無數人的性命。」 
「這是中國（中共政府）的錯，自由是

唯一的出路。」

荷蘭國家公共衛生與環境研究所

（RIVM）傳染病控制中心主任

夏普 · 范 · 迪瑟爾

（Jaap van Dissel）

他表示，歐洲各國之所以成為重災區，

根本的原因在於一味聽信來自中共以

及世衛的信息。

印度國際法學家委員會

（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和印度律師協會（AIBA）

印度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投訴，要求

中共作出 20 萬億美元的賠償：鑒於中

共祕密開發大規模殺傷人類的生化武

器，鑒於中國政府在疫情初期有意審

查訊息，隱瞞真相，並封殺李文亮等醫

生的預警，同時，鑒於「中國政府沒有

充分地對感染者的旅行進行管制，從

而導致他們進一步污染了世界」。

3 月 12 日，佛羅里達州（Florida）的伯曼

（音）法務集團代理了1 萬名感染新冠的

40 國公民，向佛羅里達州法院提起訴訟。

美國多名議員推出兩部新法案：

《2020 年 感 染 美 國 人 法 案

（Americans Act of 2020）和《阻止

源於中國的病毒性傳染病法案（Stop 
China-Originated Viral Infectious 
Diseases （COVID）Act）》

法案如果通過，美國將剝奪中國的國家主

權豁免權（Sovereign Immunity），允

許美國人民為追究中共隱瞞信息導致病

毒全球大流行造成的損失提出私人訴權，

以及通過凍結中共政府財產，確保該法案

可執行。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維基百科

特別出品

中共隱瞞疫情，掩蓋瘟疫起源，導致瘟疫全球大流行，感染逾 300 萬人，死亡逾 20 萬。中共同時發

動假信息戰，試圖領導全球抗疫，這些令人震驚的做法，遭到各國政要和民眾的譴責，讓各國政府

重新審視與中共的關係。面對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多國的民眾正在向中共發起訴訟，索求賠償。中共掩蓋疫情 遭各國譴責和索賠

發聲政要

美國兩州向中共提出訴訟

總理在推動全球的獨立審查

意大利參議員、

前通信部長

加斯帕里

（Maurizio Gasparri）

「郵務飯店」（Hotel De La Poste），意

大利北部知名滑雪勝地柯蒂納戴比索一家

近 200 年歷史的四星旅館。向法院提出對

中共衛生部的賠償訴訟。

訴訟人：意大利「郵務飯店」

        （Hotel De La Poste）
控訴理由：

由於中共政府延遲向世衛組織通報疫

情，導致北意疫情慘重，原定 3 月在

該地舉辦的高山滑雪世界盃決賽因而

取消，飯店原本訂房全滿，因疫情蒙

受，中共政府應負起賠償責任。

•   《寒冬》雜誌主任、意大利記者

 萊斯賓蒂（Marco Respinti）

•   意大利社會學家

 馬西莫·尹特羅維涅（Massimo Introvigne）

•   意大利記者

 弗朗西斯卡 · 馬里諾（Francesca Marino）

•   意大利《IL Foglio》報的作家

 馬蒂亞 · 費拉雷西（Mattia Ferraresi）

批評中共在散布謠言，持續宣傳對意

大利和其它國家的「免費援助」，實

際上這些都是謊言。

發聲政要

提出訴訟

其他譴責中共的名人政要：

【注】：尼爾 ·弗格森（Niall Ferguson）
曾於 2004 年，當選《時代雜誌》世界

100 名最有影響力人物之一。

1. 武漢第一個病人的得病原因是什麼？

2. 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0 年 1
月 20 日期間，也就是在發布病毒能人

傳人之前，中國中央政府對於隱瞞疫情

究竟擔任了什麼角色？

3. 為什麼在截斷從湖北到中國其它地方

的交通之後，卻仍然讓湖北對倫敦、巴

黎、羅馬、紐約、舊金山等世界各地的

航班暢行無阻？

4. 什麼或誰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社交媒

體上兜售陰謀論？（作者按：趙立堅在

推特上宣稱，2019 年世界軍人運動會

舉行期間，可能美國軍人把病毒帶到武

漢投放。）為什麼這發言人仍能留在職

位上？

5. 其他人不談，只提房地產大亨任志強及

艾芬醫生，為什麼這兩人在批評政府之

後便消失了？（作者按：中共媒體在 4
月 7 日證實，任志強由北京西城區紀委

以違紀違法的名義扣押審查。）

6. 中國真正死亡人數究竟是多少？

瑞士百年大報《新蘇黎世報》刊文，

針對新冠肺炎，向習近平提出 6 個

尖銳的問題，引發外界廣泛關注。

該文章作者為經濟歷史學者尼爾 ·
弗格森（Niall Ferguson）【注】。

作者向習近平提了6個問題

來自40國的1萬人的訴訟

推出法案

發聲政要

美國 北約和歐盟

密蘇里州

美國首個對中國（共）提出

訴訟的州。

因為中共在初期隱瞞新冠疫情，造

成了損失，所以要求中共賠償共 6
萬億美元。

德國發展部長

穆勒（Gerd Müller）

德國外交部長

馬斯（Heiko Maas）

文章指出，這種致命的病毒從武漢傳

播到了全世界，原因是中國領導人壓制

重要信息長達數週之久，導致世界各地

衛生系統失去了應對的寶貴時間。著名

的國際律師認為，中共違反了其對世衛

組織（WHO）的信息義務。根據國際

法，衛生條例具有約束力。《圖片報》因

此列出中共應該負擔的「病毒賬單」，

初步計算應賠償總額為1490億歐元。

他於 4 月 16 日發表了一篇致中共領導

習近平的公開信《您危害整個世界》，

文中說，我沒看到「我們人民的傳統

友誼」。我猜想，您是把現在對世界

慷慨發送口罩的行為視作偉大的「友

誼」。那不叫友誼；而是微笑的帝國

主義。我相信，冠狀病毒（中共病毒）

或早或晚都將成為您的政治終結者。

「中國應該更快（早）地與國際展開關

於武漢爆發病毒的交流」，尤其是關

於病毒的起源以及形成等問題，穆勒

表示： 「這些問題都必須解釋清楚。」

「中國採取了一些極端專制的措施……

不要被疫情危機中威權體制比民主好

的說法蒙蔽。」馬斯呼籲歐盟捍衛自己

免受負面宣傳的影響，不要輕視歐盟。

發聲政要

《圖片報》發表文章
《病毒帳單：中國欠了我們什麼》

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

委員會主席

托馬斯 · 圖根達特

（Tom Tugendhat）

發聲政要

法國總統

馬克龍

（Emmanuel Macron）

法國外交部長

讓 - 伊夫 · 勒 · 德里安

（Jean-Yves Le Drian）

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
週四告訴《金融時報》，中國（中共）在處

理冠狀病毒（中共病毒）疫情方面存灰色地

帶，而且「發生了一些我們不知道的事宜」。

他說，不能簡單將西方國家（允許信息自由

流動、公民可以批評政府）和壓制真相的國

家進行比較。 「鑑於這些差異，（西方國家）

所做的選擇和中國今天的情況，當然我很尊

重中國，但我們不要天真地說中國（中共）

在處理這件事上做得更好」，他說，「顯然

有些（在中國發生的）事，我們並不知道。」

馬克龍斷言，為了防疫而捨棄自由，將對西

方自由民主制度產生威脅。他說：「我們不

能接受這一點，不能以健康危機為由，放棄

人類的基本權利。」

•  法國著名病毒學專家呂克．蒙塔尼耶 (Luc 
Montagnier) 教授，因發現愛滋病毒而

獲得 2008 年諾貝爾醫學獎

•  法國負責歐洲事務的國務祕書艾米莉．

德．蒙特查林 (Amélie de Montchalin)

•  法國戰略略研究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瓦萊

麗．尼奎特 (Valérie Niquet)

•  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研究員安托萬．邦達

茲 (Antoine Bondaz)

發聲政要

總統的態度

其他譴責中共的名人政要

北約祕書長

延斯 · 斯托爾滕貝格

（Jens Stoltenberg）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

高級代表

何塞普 · 博雷利

（Josep Borrell）

中國歐盟商會主席

約格 · 伍德克（Joerg Wuttke）

「我們所看到的這些受到包括中共當

局在內的、由政府發起的虛假宣傳試

圖分裂我們，削弱我們的決心，這種

行為會令這場公共衛生危機惡化，因

為這種虛假宣傳會誤導民眾，讓人們

無法了解應對這場危機的真正有效

方案。」

他在北約成員國國防部長視頻會議

上警告說，北約成員國應該防止由於

中共病毒（又稱薩斯 2 號病毒）引

發的經濟危機而向中共出售自己重

要的基礎設施，因為這種行為會給北

約和其成員國造成巨大的危害。

他在 3 月 23 日表示，在這場危機中，

需要以空前的水平調動和分配資源，時

間點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而中共官

員對重要信息的掩蓋使情況更加惡化。

他對彭博社說：「現在，談到中國，

歐洲的氣氛就很負面。」

發聲政要

西班牙第三大政黨呼聲黨

（VOX）（也叫聲音黨、

民聲黨、 人民聲音黨）

呼聲黨（VOX）主席

阿巴斯卡

（Santiago Abascal）

西班牙第三大黨 VOX 黨在歐洲議會提出議

案，要求對中共病毒（新冠病毒）進行獨立

的國際調查：

決議案強調，歐盟須要求中國（中共）

披露疫情真相，包括疫情出現時間、真

實的感染和死亡人數；強調支援其它

國家、展開合作的重要性。

其次，籲請歐盟公正調查世衛與中國（中

共）的關係，尤其為何世衛在其官方聲明中

多次照搬中共大外宣的說辭；並強調世衛改

革和增強獨立性的必要性。

呼聲黨（VOX）主席阿巴斯卡（Santiago 
Abascal）表示，「我請求大家現在開始小

心謹慎，如果我們不保護好自己的話，六

個月後這裡（西班牙）的一切都將成為中國

（中共）的了，當然病毒除外。」

發聲政要

VOX在歐洲議會提出議案

聯邦自由黨前司法部長

特勒（Irwin Cotler）

自由黨國會議員、國會公共安全

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

麥凱（John McKay）

加拿大聯邦保守黨領袖

熙爾

（Andrew Scheer）

全球一百多名中國問題專家、學者、政客，在

加拿大麥克唐納 - 勞里埃研究所（Macdonald-
Laurier Institute）發表公告（4月14日）：

多名加拿大政要與學者

已在這份公開信上簽字：

• 加拿大前司法部長考特勒（Irwin Cotler）

• 亞太基金會主要成員之一約翰斯頓

（Margaret McCuaig-Johnston）

• 蒙特利爾的拉烏爾 ·沃倫貝格人權中心執

行主任裘蒂思 · 阿比坦（Judith Abitan）

• 麥克唐納 - 勞里埃研究所主要成員之一寇

謐將（Michael Cole）。

還包括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政客：

•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范亞倫（Aaron 
Friedberg）

• 紐約大學美亞法律研究所創始主任孔傑榮

（Jerome Cohen）

• 歐洲議會成員安德留斯 · 庫比柳斯

（Andrius Kubilius）

• 英國議員安東尼 · 阿多尼斯（Andrew 
Adonis）

• 前英國內政部長諾曼 · 貝克（Norman 
Baker）

• 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政治與國際關係部教授迪

比亞什 · 阿南德（Dibyesh Anand）

• 澳大利亞漢學家、歷史學家白潔明

（Geremie Barmé）等。

要求加拿大政府制裁中共參與隱瞞疫

情的官員，凍結他們的資產，並實施旅

行禁令。

國會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約翰 · 麥凱

（John McKay）也表態支持。

發聲政要

全球一百多名中國問題專家、

學者、政客發表公告

英國外交政策智庫「亨利 · 傑克遜協會」

（HJS）針對中共提起賠償訴訟，發表了一

份法律依據分析報告《新冠病毒補償？評估

中國潛在過失和法律索償研究》。

報告建議首相約翰遜應該向中國索賠價值

3510 億英鎊的疫情賠償。詳盡分析了對中

共提起疫情賠償訴訟的法律依據。

該報告估計新冠病毒傳播造成全球 100 多

萬人感染，包括英國、美國和日本在內的七

國集團已經因此蒙受了 3.2 萬億英鎊（4 萬

億美元）的經濟損失。為了維護基於規則

的國際體系，並保護納稅人不受負面債務

的影響。全球應該尋求針對中共所採取的

法律行動。

「這份報告不是指責中國民眾。與我

們其他人一樣，他們也是無辜的受害

者。犯錯的是中國共產黨。」

——報告作者特別指出

外交政策智庫 HJS 報告的封面

智庫報告評估中國潛在過失

德國《圖片報》的總編

賴希爾特

（Julian Reichelt）

澳大利亞 英國 加拿大法國德國

伊朗

荷蘭

波蘭

瑞典

巴西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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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日本

印度

中共當局對中共病毒（COVID-19）疫

情的掩蓋是大流行病爆發的主要原因。

英國應該重新反思自己的立國和外交

政策，中共只會建立一個威權，獨裁的

世界新秩序，華為、中興都是中共的統

治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