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江泽民的孙子

江志成的“博裕资本”把部

分业务从香港转移到新加

坡，中共权贵在香港的资产

再次被聚焦。

中共权贵的大量资金

需要通过香港中转，然后存

到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

同时，还需要在香港保留大

量的运作资金，以控制大陆

更庞大的各类经营，利用权

势不断生钱，再通过香港源

源不断地向外输送。

中共权贵还会在海外

购买大量不动产，把现金存

进瑞士银行。从香港转出的

资金，还会以外资的名义，

再转回香港继续圈钱，或投

资回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经济有多

少被控制在中共权贵手中，

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共权贵洗

钱的工具，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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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治活摘器官　
各国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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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中共召开总结表彰大

会，宣称“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

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

出列。不过，中共所谓“脱贫全面胜利”

备受争议。

网友评论道：“你愿意几时清零就几

时了，反正媒体是你们的。”

中共将其脱贫标准简称为“一二三”。

“一收入”，即年收入在4000元；“两不

愁”，指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指义

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世界银行2018年公布的数据显示，

“每人的日收入低于5.5美元”被列为贫

困线。上海周先生直言：“年收入4000元，

质疑声浪中 中共“胜利”脱贫

大陆权贵有
多少资产在香港

简 讯 

吴花燕——饿死于“没有贫困”的中国大陆。
女大学生吴花燕2020年1月13日离世，她因
长期营养不良，体重仅43斤。这与中国要在
2020年彻底消灭贫困的口号形成强烈反差。（图
片来源：网络）

漫画《如此脱贫》（绘制：善玉）

相当于每月300多元，

怎么能算脱贫呢？”

武汉吴先生表示，

即使达到这个收入标

准，按照现在的物价，

也达不到“两不愁三保

障”。中共的脱贫运动

其实就是政绩工程、数

字脱贫。

大陆王女士对外媒

说，她的老家在河南省

山区，至今仍极度贫困。

“他们连下山的钱都没

有……自己种菜吃，基

本上没有荤菜。我爸的

那个房子，连电都舍不

得用，更谈不上室内厕所、洗澡之类……

更没有网络。”“当地用水靠储水池，水

来了通知大家，拿桶接到家里。”

她表示，当地人有病没钱医治，“生

了病就硬扛，扛不过去就是等死。”

湖北医务人员朱女士透露，各大医

院住院部每天都有无钱缴纳费用而陷入

绝境的患者和家庭。

义工梁信透露，凉山彝族人经过中

共的“精准扶贫”，生活条件反而变得更

差。“政府给你4万元翻盖房子，但必须

从指定的公司购买材料，建房费用大概

需要8万，自己还要借4万，结果变成负

债了。”

旅美学者程晓农指出，在真相遭封

锁、舆论被操控的中国，经过中共媒体

和统计局的造假化妆，中共要达成所谓

“消灭贫困县”的目标是轻而易举的事。

去年7月，一位体制内官员对希望

之声说，中共脱贫主要有4大戏法：一

是全面降低脱贫标准线；二是脱贫数据

全面造假；三是“突击慰问”，临时送钱；

四是“野蛮封嘴”。

去年5月底，李克强在“两会”记

者会上表示，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

1000元。这实际上戳穿了中共的扶贫胜

利说。



疫情源头是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美国国务院证实，2019年秋季

武汉病毒所有人罹患神秘疾病；而武

汉病毒所与中共军方秘密研究生化武

器，中共军方曾承认他们在研发生化

武器。同时，在武汉爆发疫情后不久，

中共军方就派将领接管了该实验室。

旅美时评人唐靖远指出，2012

年在云南的矿洞里，曾有6个矿工出

现了类似今天武汉肺炎的症状，其中

3人丧生。病毒最初就是从那个山洞

里采集来的。很有可能那6个矿工就

是第一批感染者。说明中共对这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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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治活摘器官　各国在行动

2021年2月24日，“国际终止

中国滥用移植联合会”举办“中共活

摘器官”网上研讨会，来自美国、加

拿大、英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多国

的专家和议员共117人参加了会议。

此前的2019年6月，伦敦独立

人民法庭举行了5天公开听证会，对

50多名事实证人、专家、调查员和

分析员进行调查、取证、询问，审议

证据后宣判：“法庭成员一致确信，无

可置疑，中国（中共）强制从良心犯

身上摘取器官，已经大规模进行多年，

“国际终止大陆滥用移植联盟”（ETAC）、华府“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等117个机构
联合举办中共活摘器官网上研讨会。图为会议视频截图。（图片来源：网络）

2月23日，前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与其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联合在

《华尔街日报》撰文说，中共执迷于

病毒研究，却不重视实验室生物安全

规范，2019年其疏漏导致全球付出

惨痛代价。

文章提及，中共军方科学家声称，

他们10年来发现了近2000种新病

毒，跟世界上其他地区过去200年发

现的总病毒数量几乎相当；但中共不

遵守全球生物安全标准，包括基本的

透明度要求。

他们表示，大量的间接证据显示，

蓬佩奥、余茂春撰文  武汉实验室疏漏危害世界明 鉴

毒已研究了7年，但一直不予公布。

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接受

采访时透露，中共军方跟武汉病毒所

一直在合作进行功能获得性研究，就

是对病毒进行改造，使它获得更强大

的传染力、致病力。他们对小白鼠的

肺部进行基因改造，让它接近于人的

肺脏，然后用一个人工合成的病毒去

感染这个小白鼠，成功地让小白鼠出

现了严重的肺部感染症状。石正丽就

公开发表过论文。

外界质疑，中共研究这个干什

么？是想杀人还是想救人？

加拿大国际律师大卫 •麦塔斯建

议，所有其他国家对制裁活摘器官的

法律要一致。他建议把活摘器官加入

对人权罪犯制裁的马格尼茨基法案

中，不应允许在中国参与活摘器官的

人在海外加入学会、参加会议等。

澳大利亚医学博士罗杰斯还建议

禁止中国参与活摘的医生发表文章，

禁止海外病人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旅

游等。

在加拿大，参议员提出《制止

活摘器官法案S240》，法案规定任何

参与人体器官的非法交易者都被禁止

进入加拿大。2月22日，加拿大国会

266名跨党派国会议员通过动议，认

定中共“群体灭绝犯罪”。这是国际

上第一个做如此认定的国家。

法轮功学员林晓旭博士在研讨会

上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

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曾经呈指数性增

长，法轮功学员被作为主要器官来源。

许多军队医院及全国范围的医院都参

与到这项活摘罪恶中。现在，中共还

在源源不断地供应移植器官，等待移

植手术只需很短的时间，证明“中国

存在着器官库。”

林晓旭强调，活摘器官是二战后

最恶劣的人权犯罪，不仅是反人类罪，

更是大规模的群体灭绝。他建议国际

社会采取行动。

所涉及的受害者众多。”

该法庭主持尼斯法官说，两年多

来，这一判决从未受到任何人的质疑

和挑战。

伦敦独立人民法庭发表的判决结

果被多方引用。美国国务院在2020

年6月发布的年度宗教自由报告中，

也引用了该判决结果。

2021年2月11日，英国的《药

品和医疗器械法案》修正案正式成为

法律。这是英国政府首次出台立法，

明确抵制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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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我们排过的那些长长的队……

从小到大，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

排队，那长龙排得脚后跟都发麻，只

为办那么一点儿事，排到跟前的时候，

有种快冲出牢笼拥抱自由的感觉。

翻翻中国人的排队史，活脱脱一

部百姓血泪史，中共罪恶史。

上世纪30～ 50年代：排
队斗地主

排队上台斗地主、打右派、唾骂

敌对分子是革命性的表现。中共以革

命的名义“打土豪，分田地”，抢劫

私产，致200万地主冤死。

1947年土改，河北省营井村村

民吕某，积极站队，将和自己平时无

冤无仇的一个地主耳朵咬了下来，该

地主后被枪毙。次年吕某生了个没耳

朵的儿子，儿子十来岁的时候，一把

火把家给烧了，此子后来未娶媳妇，

吕家绝后。吕某自己也知道是冤死的

地主找他要债来了。

上世纪50～ 80年代：排
队买米

上了年纪的人都忘不了中共的票

证经济。那时，要买到基本生活用品，

就要有中共按人丁发的各种盖了红章

的票证：粮票、肉票、油票、鸡蛋票、

糖票、布票、煤票、肥皂票、自行车

票等。百姓们就会在粮站和供销社前

排起长长的队伍。

这成了中国人的“生死簿”，不

听党的话就不发你粮票。“大跃进”

和大饥荒前后，农民每天只吃3两毛

粮，一年只有1.7尺布。

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
初：排队上访

“信访”这块中共为自己立的人

权贞节牌坊，已经成了中共迫害人权

的利器。

国家信访办附近上千访民的后

面，暗藏着几千土匪般的中共各地截

访队伍。假疫苗、毒大米、毒奶粉、

强拆，退伍老兵待遇及金融爆雷等各

类上访事件层出不穷，无一不是中共

恶政所致。中共把顺民逼成冤民，把

访民打成罪民。

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

功学员到国家信访局和平请愿，申诉

天津公安无故非法抓捕、殴打法轮功

学员的违法事件。这次史上最为和平

理性的上访却被中共诬为“围攻中南

海”，同年7月20日，中共和江泽民

流氓政治集团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法

轮功的迫害。

庚子辛丑年：排队领骨灰
盒，测核酸

辛丑年大年初一，用于新年第一

天祭奠亡灵的菊花，在武汉市面上

竟然脱销，中共谎称是疫情后的“报

复性消费”；湖北省民政厅数据显示，

去年第一季度该省有多达15万80

岁以上老人突然从老年津贴名单上

消失。

去年3月23日，武汉人在殡仪

馆排起领亲人骨灰盒的长长的队伍。

不让拍照，不让说话，甚至不让哭……

排队的丁先生心中充满愤怒：“是一场

彻头彻尾的屠杀。”“到现在为止，凶

手还逍遥法外，你说我接受得了吗？”

从3月23日～4月5日，每天每个殡

仪馆领走500多个骨灰盒，武汉所有

的殡仪馆加起来总计高达65000个。

庚子年，人类刻骨铭心的一年，

中共却以抗疫胜利者的姿态侮辱着人

类的智商，碾压着亡者亲人的心灵。

去冬今春，核酸检测让多个疫区

的民众排起了长龙，人海战术又一次

支撑起中共的抗疫神话。

时代大觉醒：排队“三退”
2004年《九评共产党》问世，

至今已有超过3.7亿人声明退出中

共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少先队。

2007年，当退党人数超过2000万时，

在韩国出现了当地中国人排队退党的

热潮。

前凤凰卫视记者张真瑜表示，“三

退”目前在大陆世人皆知，一些中共要

员及其家属、孩子。海外留学生或亲共

的媒体员工，都在悄悄地“三退”。

盘点中国人一生中排过的那些长

长的队伍，究其根源，都是邪恶中共

强加给中国人的。而如今“三退”这

支最长最壮观的队伍，中国人千万不

要错过，只有“三退”了，天灭中共时，

才能避祸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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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人。”

有学生告诉她，打电话骂一次由

原来的5块钱涨到现在的10块钱了。

她就给他讲共产党利用完人之后，就

杀人灭口。例如文革后，800多名公

检法人员被秘密拉到云南枪决，给其

家属的说法是：因公殉职。她还给他

们讲善恶有报的故事。

结果小粉红明白了，“三退”了，

退完后他们还介绍家里人或同学来

“三退”。

一天，张女士又接到一通骂人的

电话。不过，当张女士给他讲真相时

他听了二十多分钟一直没挂电话，也

不说话。张女士就给他讲：“科学无法

跟佛法相提并论，太阳给我们温暖，

地球给我们提供食物，宇宙给我们安

排了一年四季和白天黑夜，你说共产

党讲战天斗地能战胜得了吗？”

为了破除他的无神论，又讲了毛

泽东8341部队的来历：“毛要老百姓

战天斗地，他自己比谁都信神信天

地，但他最后也没明白8341是老天

给他的气数。”这学生不再骂人了。

第三天早上，骂人的学生打来电

话要“三退”，并说，“你给我网址吧，

我想看看法轮功的书。”

4 真相 2021年3月7日

‘三退’。”

加拿大义工张女士说，也有中共

花钱雇来骂人的“小粉红”。他们年

龄不大，多是初中、高中、大一的学

生。有些是假装来“三退”，然后就

骂下流话。

张女士觉得这些年轻的学生很可

怜，他们受中共现实利益的教育，想

活得好、升官发财。她就告诉他们：

“人再有本事，没有德，升官发财后

就遭灾惹祸，现实中秦城监狱关的都

大陆小粉红“三退”后要看《转法轮》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们表

示，今年过年前后，中国大陆声明“三

退”的人越来越多。不仅有官员，还

有“小粉红”。

加拿大退党义工李女士说，在打

电话中，她经常碰到高喊打倒共产党

的民众，“电话一接通，说上两句话，

他就喊‘打倒共产党’。给他退完后，

他还要我回头再给他打电话，他要帮

朋友退，半个月下来，他帮8个党员

朋友，无数的团员和队员朋友做了

纽约华人公开宣布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并领取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颁发的“退党
（团、队）证书”（图片来源：网络）

妈妈把孩子的“预备党员”档案销毁了真 相  

2015年，黑龙江一个男孩在重点

中学读高三。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

里第一名，全年级的前十名。一天班

主任找到他母亲，让她替男孩写份“入

党申请书”，说学校准备发展他入党。

男孩的妈妈是公务员，也是党员。

她认为入党会对孩子的未来有好处，

于是就替孩子写了“入党申请书”。写

完往起一站，腰突然疼得厉害，都不

敢动了。她想：“原来没这毛病啊，怎

么一下子就变成这样了？”

她去医院检查，说是腰椎间盘突

出。之后无缘无故又犯了多次。

她的一位亲属是法轮功学员。当

这位亲属给她讲“三退”的重要性后，

她如梦初醒，非常痛快地退了党，并

让亲属帮孩子也做了“三退”。

男孩考取了吉林大学。在去学校

报到前，他妈妈从他自带的档案袋中

取出了“预备党员”的档案材料，并

彻底销毁了。从此男孩妈妈的腰椎间

盘突出症状消失，工作顺利，职务还

晋升了，家庭生活美满。

男孩大学毕业时，正是2020年

疫情严重的三月份，他通过网络找到

了一份满意的工作。

退党（团队）方法

拨打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电话：

001-718-888-9552
001-702-873-1734

翻墙登录退党网站办理“三退”：

tuidang.epochtimes.com，
用海外邮箱发送电子邮件至：

tuidang@epochtimes.com。

扫码三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