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地产税落地 为经济投下变数

大陆微博流传，10月

15日，房地产税试点之前

一周，上海浦东陆家嘴附近

的公房浦城小区，一名神秘

房东一次性抛售93套房子，

因购房者太多，警察到现场

维持秩序。最后房东要求房

款一次性付清，93套房竟

一天之内全部售罄，房东套

现4.5亿。10月25日，“第

一财经”等多家媒体纷纷辟

谣消息并不属实，出售这些

房产的原因与房地产税试点

无关。

许多大陆网民不买账，

追问“真相真的这么简单”？

也有网民说：“现在我们老

百姓几乎为了一套房奋斗一

辈子，突然要房产税，拥有

很多房产的有钱人，就把自

己囤的房卖了避免房产税，

发现涨了100倍，怎么都是

没钱的老百姓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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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非法开庭  北京如临大敌

念“九字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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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税扩大试点  令中国经济
投下变数

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24日告诉大纪

元，大陆今年出口虽然不错，但是未来

一段时间，缺电、外资外移等因素，造

成出口下滑，依附出口等相关投资也随

之下滑，而房地产是内需当中最重要的

部分，如果房地产都下滑，对于经济下

行压力大。

投行人士郑义表示，中共推行房地

产税，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调控

房价、抑制房地产过热；二是为政府增

添一部分税收，可以再割一波韭菜。

谢田分析，原来多套房产的持有者，

为了避税，大量抛售房产，确实会刺激

泡沫破裂，“拥有十几套房的人，每年要

缴几十万的税，这个负担就很重，所以

很多人就要卖掉，开始抛售。而这个抛

售一旦开始的话呢，房地产市场的价格

泡沫就要破灭。”

房市泡沫破灭，加剧贷款违约，造

成金融机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加

剧，“这一连锁效应，对中共而言，根本

没办法支撑。”加上近来负有庞大债务的

恒大集团，一旦破产，将对于经济造成

巨大的打击。

10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征

收试点。日前，中共宣称“共同富裕”，

将积极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10月

20日《华尔街日报》透露，习近平强推

房产税遭到党内强烈反对，从而压缩了

试点城市，从30个缩减到10个城市进行。

开征房地产税触及中共权贵利益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

田教授认为，中共开征房地产税缺乏法

律基础，因为购房者所取得的只有房屋

使用权，没有土地所有权。

参考美国经验，房地产税税率一般

是房地产价格的1%，以目前房产动辄上

百万人民币来推算，1年的房产税超过1

万元，平均1个月要缴1千元，对很多中

产阶级、已经捉襟见肘的家庭来说，又

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原大陆投行人士郑义认为：“党内抵

制的声音应该会多过推行的声音，为什

么？因为官员们手里的房子，都不止一

套、两套，还要更多。如果普遍多个城

市都开征房地产税，那么官员本身抵制

的力度会非常大的，要想真正推行下去，

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神秘房东一次性
抛售93套房
媒体辟谣惹众议

简 讯

翻墙软件下载地址
https://j.mp/fgp88



近日，由自由行团体引发的疫情

已波及16个省份。官方称超百人感

染，北京确诊病例15人，昌平区北七

家镇宏福苑社区被调为高风险地区。

这轮武汉肺炎的起源是上海退

休教授7人组成的自由行团体。他们

10月9日飞到甘肃，之后陆续在张掖、

内蒙古自驾旅行。回程途中，到了陕

西西安游览期间才被确诊，疫情因此

快速地蔓延到内蒙古、宁夏、湖南等

地。目前，7人全部确诊。

政治性防控  百姓苦衷多
10月23日下午，记者电话连线

北京昌平区当地居民杨女士，她对大

纪元表示，“这疫情怎么又来了，打

了疫苗也不管用，还能传染，真是防

不胜防。”“老百姓有很多苦衷，像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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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苑一带很多都是外来租房住的，房

租也不便宜，疫情一来小区都封锁了，

人出不去了，很多人的工作就受到影

响。”“有些做买卖的就更难了，店铺

都关了。学生也不能上学了，都在家

上网课呢。说不上来，就是感觉无助。”

10月24日下午，北京疾控中心

公布本轮疫情累计报告15例感染者，

涉及三个区——昌平、丰台、海淀。

当日下午，丰台区居民赵先生对

大纪元记者表示，“现在提出非必要

不要出差，进公共场所都得扫码。现

在打疫苗（感染）潜伏期比以前要

长，都是无症状感染。”“这么大的北

京城，只有几例算什么呢。”“主要是

政府把它列入考核，就显得有点紧

张，什么事情一抬到政治高度就不好

办了。”“一封闭，直接影响经济运营。

消 息

说是为老百姓健康着想，可有多少老

百姓去医院抢救都得先交钱后抢救，

因此而耽误治疗的又有多少呢？”

内蒙数万人陷入封锁
最初西北地区的局部爆发似乎正

演变成全国性的病例激增。根据卫健

委10月25日的公告，新增确诊病例

39例、无症状感染者13例，其中本

土病例共38例，除内蒙古持续延烧

外，包含北方地区的甘肃、陕西、北

京、河北以及南方的湖南、贵州、四川、

云南等地也都出现病例。

内蒙古额济纳旗公告，35700名

居民从周一开始必须“足不出户居家

抗疫”，并警告说，如果有人不服从，

将依法严格追究其民事、刑事责任。

媒体称，目前有近万名游客受困于当

地的胡杨林旅游胜地。

石家庄2000人隔离  病毒来
源尚不清楚

24日，石家庄市副市长在新闻

发布会上通报，23日新增1例确诊病

例，患者居住在裕华区文河小区。

石家庄市出动3600多名医务人

员进行检测排查，24个小区被封控。

截至24日9点，51万人进行了核酸

检测，已集中隔离1935人。目前，

病毒来源尚不清楚。

石家庄确诊者李某告诉“极目新

闻”，他只是在20日开车去霸州接父

母，其余时间都在石家庄。21日开始

发烧，22日去医院就诊被确诊。跟

他接触的朋友、同事都已被隔离。

李某说8月份打了三针疫苗，没

想到会感染。他也不知是怎么感染的。

仅一周时间 
疫情快速扩散至16省

自10月17日以来，仅一周时间

本轮疫情已波及至少16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疫情沿感染者的旅游

线路扩散。目前，疫源仍不明朗。

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10月24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称，17日以来，

出现多点散发本土疫情，呈快速发展

态势。感染者大多有跨地区旅游活动，

疫情进一步扩散风险仍在加大。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本轮本土

疫情波及的16个省包括上海、北京、

河北、浙江、广东、广西、云南、贵州、

湖北、湖南、青海、陕西、甘肃、宁

夏、黑龙江和内蒙古，其中浙江、北京、

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的病例较多。

第三季度经济增速下滑为4.9%，

9月至今煤电荒仍然困扰多地，内蒙、

山西等地面临过冬烧不起炭的窘境。

如今疫情再起，民生维艰可想而知。

石家庄市出现1例确诊病例，但当地的封控动作却极为异常。民众恐慌，再次抢购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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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警警车（示意图）

1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开庭 北京如临大敌

2020年7月19日，包括北京画

家许那在内的11位法轮功学员，因

发疫情真相照片给海外大纪元网站，

遭非法拘捕。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大

部分是90后青年。2021年10月15

日，北京东城区法院对他们非法开庭。

法庭外如临大敌
从15日清晨开始，法院附近就进

入半戒严状态，2辆特警警车停在法

院门口，法院周围警戒森严。

法院以疫情为借口，禁止家属旁

听。11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亲友

在同一时间被堵在家中，不许出门。

许那指定的辩护人谢燕益律师表

示，14日中午，他就被国保叫去喝茶。

而当天半夜之后，他们整个家庭都被

当局看管起来，警察全天候上岗。

十几个修炼“真、善、忍”的人，

何至于让一个泱泱大国大动干戈呢？

法庭不许当事人讲话
15日，北京市政法委、司法局、

检察院来了很多人，包括东城区检察

院副检察长等，坐在楼上所谓“旁听”。

上午是法庭调查阶段，每个法轮

功学员都被强迫穿防护服，戴护目镜、

口罩，基本认不出是谁。其中一位学

员说：“别人出来开庭，都没有像我们

这样，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

下午进入质证、辩论阶段。在辩

论阶段，法官不让律师们展开，故意

不停地打断律师的发言。到了法轮功

学员自辩阶段，法官也不让他们说，

法警故意把麦克风拿得离他们很远。

郑玉洁说，她在里面被单独关押

了28天，被人抓住头发打……还没

说完，审判长白崇伟就打断她：“你想

说什么？你就直说你的意见，你有没

有罪？”

公诉人张莉无法解释为何说这些

法轮功学员“破坏法律实施”，就罔

顾法律和事实，污蔑法轮功“自焚”“残

害人性”。法轮功学员当场要戳穿“自

焚”谎言，但法庭不让其讲出真相，

说“你在法庭上还宣扬法轮功？”

其实，这场庭审就是一场迫害

“真、善、忍”信仰的流氓表演，政法委、

检察院、司法局的领导在楼上督战，

法官、检察官就是牵线木偶，只是在

作秀给上级看，让领导满意。

非人道的庭审
这11位法轮功学员穿的防护服

是一次性的，脱了就得换一身新的，

法庭就不让他们上厕所。最后律师向

法官抗议说：这样强行推进庭审是不

人道的，你必须要保障这些人的生理

需求，这是人最起码的尊严。

在律师多次要求之后，法官说要

请示一下。请示了半天，上级批准调

来一批防护服，这才休庭30分钟，解

决了上卫生间的问题。

此前为了不让他们上厕所，一直

不给水喝。直到换完防护服，又有律

师出面要求，才给他们喝了一点水。

正义律师的精彩辩护
在质证阶段，一位律师宣读了《世

界人权宣言》第18、19条，对普世

价值做了很好的阐述。

辩护律师指出，此次庭审的程序

有多处违法，不立案就起诉；又如，

在检察院阶段不让律师阅卷，违反了

法律规定，侵犯了律师的辩护权利，

致使律师在检察院不能提出有效的辩

护。对这条指控，检察官无可反驳。

还有律师提出，这次开庭没有送

达传票。律师问这些法轮功学员，你

们接没接到开庭通知？他们都说没有

接到。没有通知就是违反法律程序，

仅凭这一点，庭审就立不住脚。

针对公诉人污蔑大纪元网站是

“X教境外敌对媒体”，律师指出，大

纪元网站是在海外合法注册的网站，

它不只有法轮功的内容，还有很多其

他（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

也有的律师最初不敢做无罪辩

护，经过这场庭审的较量，他们的内

心发生了变化。开完庭后，有位律师

对一位做无罪辩护的律师说：“我在你

的辩护意见上签名吧。”对方问：“你到

底是做有罪辩护还是做无罪辩护？”

他回答：“我以前不敢辩，现在你说是

无罪，我也做无罪嘛。”

维权律师说：“你看这个案子办

的，虽然把很多孩子都关起来了，但

对（中共）公检法来说是失败的。”

在法轮功的案件上，中共完全不

讲法律，判案都是由“610”非法机

构在背后操纵、决定。所谓的“法治

社会”“法制建设”纯粹是欺世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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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2001年和许那同时被捕的李丽

死于房山看守所；与许那同期被非法

关押在北京女子监狱的年轻女医生董

翠芳，年仅29岁，被活活虐杀而亡。

许那对律师表示：“我经历过11

种酷刑后活着走出来。22年来，多

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多

少人被虐、被伤、被致残。仅仅因为

一本书，一张光盘，一个破网软件，

或者一张写有信仰者被虐致死真相的

名单。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政府？他们

要掩盖什么？”

现在，许那与李宗泽等11名法

轮功学员被非法起诉。许那告诉律师，

她第一次被抓时，这些孩子才两三岁，

如今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仅仅因为

拍摄了几张北京街头最常见的真实照

片，将遭遇非法判刑。这是一个什么

样的国家？！

“20多年来，这一切不应该再继

续了，这一切应该结束了。”许那说，

“我今天被摆在这个位置，我不能为

了个人利益不发声，我不能辜负我这

些年所受的（法轮大法的）教育。一

个正常的人对即使离他很远的不公义

事件，都应该有道德评判，这是人之

所以为人的责任；如果这样的政府我

还认同它，那我就不是个正常的人。”

北京画家许那等11名法轮功学

员被非法关押在东城区看守所已有一

年多时间，大陆维权律师梁小军曾会

见了许那。

是谁在犯罪？
梁律师发推文说，当局起诉的主

要原因“说是往网上发疫情期间的照

片和文章”。律师表示，这是在用这

个罪名打压言论自由。

20多年来，中共以“破坏法律实

施”的罪名关押、判了无数法轮功学

员，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地给这个群

体定罪，剥夺他们作为公民的正当权

利，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以及人

身自由。这证明中共在违反它自己制

定的《宪法》，在颠倒和破坏先有事

实证据再判定是否有罪的法律程序，

是中共在违法犯罪。

“我不能为了个人利益不发声”
许那曾多次说过，从她个人的经

历来看，从1999年中共发动对法轮

功的疯狂迫害以后，仅仅她认识的法

轮功修炼者被迫害致死的就有很多，

如，武汉的彭敏；在东北看守所被迫

害死的沈剑利，死后警察竟告知家属，

她尸骨无存！黄雄在湖南被永久“失

“我不能为了个人利益不发声”
丈夫于宙（北京民谣歌手）死
于通州看守所

许那，北京画家、诗人。她家庭

条件优越，父亲是国内知名画家，母

亲是大学美术教授。本来她可以生活

得很好，仅仅因为信仰法轮大法，讲

出真相，就被中共非法关押多次。

2001年，许那因收留外地法轮

功学员被非法判刑5年。5年间，她遭

受了不让睡觉、体罚、高强度负荷劳

动、在雪地里冻、关小号遭殴打、不

让洗漱达一个多月、洗脑等残酷迫害。

2008年新年前，许那和丈夫于宙

（北京知名民谣歌手），在下班开车途

中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北京通州

看守所。

仅11天后的除夕夜，原本健康的

于宙被迫害死于看守所。看守所不许

家属接近遗体，并告知看守所的监控

设备损坏，无法记录于宙死时现场的

实况和死因。

但是有媒体记者在网上披露于宙

的死因，是被警方指使恶人殴打致死。

十几年后，2020年7月19日中

午，正在家中画画的许那被北京市顺

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北京市国保绑

架至东城看守所。已失去母亲的她，

再次身陷囹圄，家中仅剩下80多岁

的老父亲。

大法修炼者的感召
梁小军律师在他的推特中写道，

“许那作为一个画家、自由撰稿人，

她的学识、她自身的悲惨遭遇和坎坷

命运，带给她一种深敛于内心的睿智、

良知与勇气。”“残酷环境之下，她淡

泊名利。她本应有的名气与影响被民

间社会所低估，却为官方所不敢轻视。

每次会见她，于我，都是一种聆听与

学习的过程。”

法轮功学员遵循法轮大法“真、

善、忍”原则修炼出的精神风范，在

感染着周围的人，律师呼吁外界及媒

体关注许那的处境。

法轮功学员，北京画家许那。



山东德州某小区发生的一件事说明了什么？

原因是李志强的儿子李宗泽和许

那等11名法轮功学员，因在2020

年2月～ 6月疫情期间，向媒体和互

联网发送了北京疫情的真实资讯和相

关照片，而被警察非法拘押、构陷。

北京东城公安分局以“涉嫌破坏法律

实施”罪名刑事立案。之后，东城检

察院以同一罪名提起公诉。今年10

月15日开庭。

“为了制造许那、李宗泽等11个

人的冤狱，北京公安告知德州当地（公

安），对宗泽的父亲进行‘维稳’。他

们因为害怕宗泽的父亲控告，害怕老

百姓旁听、害怕律师辩护，然后让德

州当地的公安威胁宗泽的父亲，说是

去北京就抓起来。”

近日在山东德州市一小区发生的

一件事，让人们感到非常惊讶，也在

议论纷纷，当今这个社会怎么了？

10月14晚上7点左右，德州市

一个小区来了很多警察及两辆车，一

辆警车（车号2333），一辆依维柯。

大约一二十人在一居民家门口集聚，

并叫来两拨开锁公司的人开锁，又砸

又撬的，声音非常大。左邻右舍都目

睹了这一切，居民感到震惊、恐惧，

这么大的阵势，不知发生了什么？

有知情人透露，这是撬一个炼法

轮功的家，这家主人叫李志强。来的

这些人，有长庄派出所的，有分局国

保警察等。从13日～ 15日都有人，

夜间11点多还有多人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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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这样！人们开始议论，作

为任何一个父亲都会去法庭旁听，这

是人之常情，法律允许的。疫情期间，

向媒体发送真实资讯和相关照片，没

有错。宪法中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

的权利”。大家不是每天都在看电视、

手机，关注各国的疫情吗？如果他们

不发布，我们怎么能看到呢？！

有人说：如果以信仰法轮功制造

冤案，那就是公检法在执法犯法，违

反法律，因为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

人家炼法轮功的各个是好人，破坏哪

条法律实施了？法轮大法好！世界都

知道！唯独江泽民妒嫉法轮功，制

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

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跟着参与迫害。

20多年了，谁不知道？你说法轮功

“真、善、忍”这三个字多好，如果

人人都按照这三个字做人，这个社会

该有多好啊！哪还有那些诈骗、杀人

放火、贪污腐败的事情发生？这个江

大蛤蟆不干点人事。

可悲的是，如今还有人参与迫害，

做损人害己的事，弄得人家炼法轮功

的不得安宁，这个社会怎么了？做好

人都难。

所有假法律之名迫害善良的参与

者，请静心思考，扪心自问：做好人

遭受迫害、讲真话遭受迫害的社会，

可不可怕？你愿意你的孩子生活在这

样的社会吗？善恶有报是天理。

优秀青年在北京
被非法开庭

李宗泽，28岁，大学本科毕业，

14岁开始创作古典诗词，已有400多

首作品。他曾在北京多个互动企业顾

问有限公司任项目经理，曾获2017

年美通社品质内容奖。

2020年7月李宗泽在家中被北

京市东城区警察绑架，同一天被绑架

的共有11名法轮功学员。2021年10

月15日他们被东城区法院非法开庭。

朋友说，李宗泽非常真诚、善良，

和他相处很舒服。他的知识面非常广，

尤其传统文化和诗词方面修养很扎

实。对新人培训各种技能都说得言简

意赅，深入浅出，使人一听就明白。

李宗泽小时候患有哮喘。后来修

炼了法轮大法，他的哮喘逐渐痊愈。

李宗泽以“真、善、忍”为标准

要求自己，使自己德、智、体全面发

展，在学校得到老师和教授们的表扬，

并获得许多荣誉证书。

李宗泽的第一份工作是当教师。

老板5个月没有给他发工资，他想起

法轮大法的教导，想到老板曾送给他

几件旧衣服，觉得老板其实很善良，

就一次也没要过工资，认真教好孩子。

因为他讲得好，课后，孩子们经常围

到宗泽身旁，快乐地抱着他不愿撒开。

家长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老师。”

离职时，老板还是把工资都给他了。

2021年10月14日晚，李宗泽父亲家门外来了很多警察，又砸又撬。

链 

接



6 见证

了朋友Hieu告诉他的“九字真言”。

Hieu先生是位法轮功学员，他

经常提醒Quan，生活中在遇到危机

或面临困难时，如果诚心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神迹

就会出现。

Quan说：“在我被送入加护病房，

生命危急时刻，Hieu给我打来电话，

叮嘱我诚心地念‘九字真言’，随后

又发短信提醒我要念‘九字真言’。”

Hieu还对Quan解释说：“因为

法轮大法是宇宙的法，当人真诚地念

这‘九字真言’，并赞颂法轮大法时，

就能够接收到宇宙中正的能量，这股

能量将能够穿透那些诚心念此真言的

人的身体，纠正身体的不正确状态。”

Quan说：“我相信他所说的，于

是开始在心里默念‘九字真言’。而

在念的过程中，我的心情也变得越来

越阳光、乐观。”

他每天除了休息时间之外，都在

诚心默念“九字真言”，并在心中祝

福自己的夫人也能够尽快康复。“当

我诚心默念‘九字真言’时，我觉得

自己的头脑安静平和，这令我更坚信

‘九字真言’。”Quan说。

Quan迅速康复，提早出院了。他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上天慈

悲地赐予我自救的‘九字真言’，助

我走过这一魔难。”越南裔美国人Do 

Minh Quan在战胜武汉肺炎后感慨

地说。

居住在田纳西州迪尔斯堡的Do 

Minh Quan先生今年64岁，是位

优步车司机。去年6月份，在美国疫

情高峰期期间，他并未歇业，但在一

次看似平常的载客出行后，他出现了

连续干咳、发烧、身体疲倦、缺氧，

甚至呼吸困难的症状。

体悟到生命的可贵
Quan说，他被送入医院后，医

生确诊他染上了武汉肺炎。当时他咳

个不停，呼吸短促，全身乏力，无食欲。

他被送入了隔离病房。

Quan表示，在这段时间里，持

续不断地咳嗽和时不时出现的呼吸困

难，让他体会到了生命的珍贵。他说：

“我知道，一旦那口气呼不上来，我

可能就没命了。”随后，他听说自己

太太也染疫入院了。

危急时刻念“九字真言”
Quan表示，在困境中，他想起

念“九字真言”  武汉肺炎患者神奇康复

2021年10月28日

在家中又隔离了7天后，到医院复诊，

医生确认他身体健康好转。1个月后，

他的身体完全恢复了正常。“我非常

感激‘九字真言’。”Quan说。

他认为，像他这样曾经历过生死

关的人，可能更容易坚信“九字真言”。

他说：“这需要真诚、诚实，我们不再

感到害怕，身体也不再感到疲倦或喘

不过气来。”他的夫人则在3个月后

康复。

“这就是法轮大法的神迹”
Quan出院回家后，Hieu去探望

他。Hieu告诉Quan，他夫人所工作

的商店的店主一家人，在他夫人住院

前经常与她一起吃午饭，而店主一家

人与他夫人接触时也不戴口罩，但是

他们一家五口人却都没有染疫，包括

店主80多岁的老父亲。

在得知店主一家人都修炼法轮大

法时，Quan感叹道：“这就是法轮大

法的神迹，而当你对他拥有充分的信

心和信念时，你就会得到福报。”

他希望大家都能够和他一样记住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

他说：“请铭记这‘九字真言’，这样

当你遇到麻烦时，他们也可以帮你渡

过难关，而在此过程中，你却没有任

何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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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真相，请下载翻墙软件访问
法轮大法明慧网www.minghui.org

大纪元www.epochtimes.com

自由门电脑版 自由门安卓版

越南裔美国人Do Minh Q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