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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加最美 極光７天之旅 $1398 買一送一：日本韓國台灣新馬泰泰國港珠澳巴厘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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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黃石公園總統巨石７天之旅$628 起

6月歐洲６國９天$999起含機票（意法德瑞荷比）

7月阿拉斯加遊輪尊享７天$679 起

8月暢遊加拿大洛基山７天團$728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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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綜合報導）從兩週前開始，連鎖零售店在全
美各地陸續關閉，總量達到近5萬個門店。此前，
據路透社報導，耐克、阿迪達斯、Under Armour等
運動品牌，優衣庫、H&M、Levi‘s、Madewell 等
服裝零售商都紛紛宣佈在美國暫停營業。

彭博社預計，受到零售行業停擺的影響，將有
數百萬人面臨停薪休假或被解僱的可能。根據美國
勞工統計局的數據，從加油站至時尚精品店，有近
1600萬人在零售行業工作，他們中絕大部分為商店
導購員，平均年薪為2.4萬美元，平均時薪為11.7
美元。

有分析師擔心，商店關閉的時間要長於預期，
從而使得門店員工長時間沒有工作。大多數品牌都
希望能在兩週內恢復營業，但隨著疫情的持續蔓延
，這將是不可能的。 3月29日，美國總統川普宣布
，白宮將把社會隔離指導方針的執行期限從最初的
15天延長至4月30日。

彭博社稱，GAP已向其員工提供其他零售商，
例如沃爾瑪的招聘信息，這些零售商仍然對外招聘
。

疫情疫情致美國近致美國近55萬個零售萬個零售店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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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英國外交大臣藍韜文(Domi-
nic Raab)在新聞發佈會上宣布將斥資將滯留海
外國民接回，卻因面對鏡頭宣讀公告時舔手指
翻講稿，遭到外界批評。媒體指責其行為與政
府宣導避免用手觸摸臉部的建議相違悖，網民
則藉機狂酸這位部長級首長打算跟著首相一起
被隔離。，而他所宣布的政策卻完全引不起注
意與討論。

英國外交大臣藍韜文在記者會上表示，政
府將花費7500萬英鎊，將數十萬因疫情滯留海
外的英國人接回國。但是他在宣讀講稿時，面
對鏡頭舔了一下手指沾口水翻講稿，招致外界
批評。

英國媒體指出，藍韜文的做法證實外界的

揣測：他完全沒有領袖風範，是近期英國內閣
感染新冠病毒的 4 天以來表現得最差的一個。
其中最具象徵意義的，是他在開場宣讀政府接
回海滯留海外國民的政策時，竟然舔手指沾口
水翻講稿。

英媒不論左翼或右翼，都對藍韜文的表現
多所批評，除了不應出現的舔手指動作，其整
體表現都被評為過於緊張，政策細節沒有掌握
好，還答非所問。

藍韜文去年夏天曾角逐保守黨黨魁，是未
來首相可能人選之一，外界也因此以放大鏡檢
視他的一切作為。但這次在應對疫情的表現上
，甚至讓不少支持他的人都極感失望。

英外交大臣公開舔手指 網民狂酸：這麼想隔離？

（綜合報導）印度衛生防護裝備短缺，迫
使一些醫生只好使用雨衣和機車安全帽當防護
衣，這暴露了印度公共衛生系統的薄弱環節。

路透社報導，印度當地的兩名醫生傳給路
透社的照片顯示，在東部城市加爾各答，出現
醫生穿著塑膠雨衣當防護衣，而且這件雨衣還
是破的。

這位公布醫療物資短缺的醫生說： 「我們
不想以犧牲生命為代價工作，只能就地取材。
」他因為害怕受到當局的報復，而拒絕透露姓
名。

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週一表示

，印度正試圖向韓國、中國大陸採購大量的個
人防護衣（PPE），以解決短缺問題。

但是到目前為止，印度的新冠病毒疫情，
已經感染了 1,251 人，並造成 32 起死亡，許多
醫生擔心，在沒有適當的口罩和工作服情況下
，醫護人員也可能成為病毒帶原者。

有預測指出，到5月中旬，印度可能出現超
過10萬人被感染的情況，要真是如此，將使印
度不足的衛生系統，和人數稀缺的醫生，都面
臨難以負擔的壓力。

在新德里附近的哈里亞納邦北部，ESI醫院
的卡爾格醫生(Sandeep Garg)說，他現在只能用

全罩式安全帽，再加上外科口罩，因為他沒有
N95口罩。

卡爾格說： 「我用安全帽遮住我的臉，並
再戴外科口罩來保護。」

印度衛生部沒有回應路透社的詢問。
這場新冠病毒大流行，暴露了印度殘破的

醫療系統，印度的公共衛生支出只佔 GDP 的
1.3％，在世界上排名最低。

新德里的匿名官員說： 「我們的健康保障
都以祈禱為主，衛生系統無法依靠，只能自己
拯救自己。」

印度醫生用雨衣安全帽代替病毒防護衣

（綜合報導）當一種新疾病冒出
來時，世界各地的科學家便分工合作
的採取行動，相互分享所找到的線索
。明尼蘇達大學(UM)的研究人員通過
研究新冠病毒(SARS-CoV-2)表面尖
刺 的 蛋 白 質 結 構 ， 發 現 它 確 實 與
SARS有些差別，變得更容易傳染。

科學警報( Science Alert)報導，明
尼蘇達大學團隊，使用X射線晶體學

技術，製作了新冠病毒尖刺蛋白質結
構的 3D 模型，顯示了刺突蛋白的外
觀，以及對人類細胞的結合方式。

冠狀病毒的外觀就像個布滿突刺
的球，而這些刺其實更像是一把又一
把的鑰匙，它們試著附著在人類細胞
（尤其是肺細胞）上，這些 「鑰匙」
會尋找人類細胞表面的 「受體」(類似
鎖孔)。我們現在遇到的情況就是，新

冠病毒的 「鑰匙」，能夠輕易的 「開
鎖」，於是感染力超強。

生物醫學研究員李方(Fang Li)解
釋說： 「總而言之，我們現在必須瞭
解病毒蛋白的結構特徵，以及它是如
何與人類細胞接觸，充份明白以後，
我們才可以設計出阻止病毒與人類細
胞結合的的藥物，這稱為干擾素，像
現代戰爭的干擾雷達一樣。」

我 們
所 看
到 的
這 些
蛋 白

質結構，就像一堆亂成一團的線頭，
但是看得懂的於生物學家而言，這是
一個 非常有用的模型。他們從中發現
3件重要的事：

1. 新 冠 病 毒 SARS-CoV-2， 與
2002~2003年的SARS確實出現一些突
變，它們的刺突蛋白，已發展出與人
類細胞受體結合新策略，從而使它更
容易傳散與感染。

2.蝙蝠身上的病毒株，與人類新
冠病毒有不少差異，顯示蝙蝠病毒株
，至少需要歷經好幾代的突變，才能
成為欺騙人類受體的形狀。

3.中國大陸的研突單位，已從穿
山甲身上，分離出兩種冠狀病毒株，
發現其中一種穿山甲病毒，可以很好
地識別人類受體，這意味著穿山甲確
實很可能這次新冠病毒的中間宿主。

這些表面蛋白的模型結構，將會
分享給全世界各地的研究小組，大家
集思廣義，從這些線索中，開發治病
療病毒的藥物，或是疫苗。

科學家已分析新冠病毒的尖刺特徵 尋找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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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鴻培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李克強主持召開領導小組

會議。會議要求，抓緊在疫情重點地區抽取一定比例樣本，開展無症狀感染者調查和

流行病學分析，研究完善防控措施。

中央：嚴密防控無症狀感染者
公開透明發佈信息 堅決防止遲報漏報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
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王滬寧出席。
會議指出，要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

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按照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
導小組部署，針對國內外疫情防控形勢新的重大變
化，將應急措施和常態化防控相結合，及時完善防
控策略和應對舉措，進一步做好無症狀感染者防控
工作，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早日步入正常軌道。
會議指出，當前中國境內疫情防控向好態勢繼

續鞏固，復工復產積極有序推進，成績來之不易。
但全球疫情正處於大流行階段，任何國家都不能獨
善其身。要實事求是科學研判疫情形勢，保持清醒
頭腦，充分認識我國疫情防控面臨的風險壓力和工
作艱巨性。繼續做好重症患者救治、出院患者14天
隔離與28天隨訪等工作，強化醫療機構發熱門診相

關病例監測和傳染病網絡直報，做到“四早”。各
地要堅持公開透明發佈信息，不允許為了追求病例
零報告而瞞報漏報，這既有利於引導公眾做好防
護，也有利於積極有序推動復工復產。要繼續做好
疫情跨境輸入輸出防範。加強檢測力量和設備設施
配備，對所有入境人員實施核酸檢測，切實守好外
防輸入關口。駐外使領館和相關部門要做好我在境
外公民領事保護、防護指導和物資保障，保護他們
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一旦發現立即隔離醫學管理
會議指出，當前鞏固疫情防控成果，防止出現

防控漏洞，必須突出做好無症狀感染者監測、追
蹤、隔離和治療。要有針對性加大無症狀感染者篩
查力度，將檢測範圍進一步擴大至新冠肺炎病例和

已發現的無症狀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有特殊要求
的重點地區和重點人群等。一旦發現無症狀感染
者，要立即按“四早”要求，嚴格集中隔離和醫學
管理，公開透明發佈信息，堅決防止遲報漏報，盡
快查清來源，對密切接觸者也要實施隔離醫學觀

察。抓緊在疫情重點地區抽取一定比例樣本，開展
無症狀感染者調查和流行病學分析，研究完善防控
措施。同時，做好患者出院後按要求復查，加強復
陽人員醫學管理等工作。領導小組成員黃坤明、蔡
奇、王毅、肖捷、趙克志參加會議。

��(���

浙江按確診管控 力排隱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茅建興 杭州報道）從30日舉行的浙

江省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佈會上獲悉，浙江省
對所有無症狀感染者嚴格按照確診病例的管控要求執行。
浙江省防控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浙江省政府副

秘書長陳廣勝表示，新冠肺炎無症狀感染者是當前疫情防控的突
出隱患，也為社會公眾高度關注。一經發現，立即收入定點醫院
進行14天集中隔離醫學觀察；期滿須經兩次連續標本核酸檢測
陰性，且採樣間隔時間大於24小時。在定點醫院解除隔離後，
參照確診病例康復期管理要求，轉至集中隔離點繼續觀察14
天。
為最大限度防範風險，浙江省對所有入境來浙人員在開始

和解除集中隔離時均開展實驗室檢測，全面排查無症狀感染
者。一經發現，隨即開展流行病學調查，鎖定可能的密切接觸
者並落實隔離措施，確保第一時間切斷傳染途徑。

國際航班遞減98.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

內地防輸入壓力持續加大，中國出台多舉措
防控。中國民用航空局運輸司二級巡視員靳
軍號30日在京應詢表示，從疫情爆發伊始，
民航局執行的航班上限基數一直呈現出遞減
趨勢。本周計劃航班量僅為108班，相當於
在疫情爆發前全國的國際客運航班總量的
1.2%。此外，65個國際道路運輸口岸中，只
有34個保持開放狀態。
為此，自3月19日開始，中國民航局多

次下達縮減航班通知。靳軍號介紹，按照統
計，從3月29日到4月4日，本周計劃航班量
僅為108班，意味着相對於上周的734班又減

少85.3%，108班相當於在疫情爆發前全國的
國際客運航班總量的1.2%。“總體來講，趨
勢是加速遞減的狀態。”

僅開放34個口岸貨運服務
他表示，按照新政策要求，現在國際客

運量涉及到北京、上海、廣州三大航空樞
紐，總量從上周的550班減少到現在的61
班，降幅達89%。再結合新通知中的要求，
航班的客座率不超過75%，據此測算本周預
計通過航空口岸入境的人員日均從25,000人
將下降到4,000人左右。
中國交通運輸部國際合作司司長李揚表

示，對中國來講，防止疫情境外輸入是巨大
壓力。
目前，中國有65個開通國際道路運輸的

口岸，其中34個到現在為止保持開放狀態，
其他的因為季節原因或受疫情影響已經全部
關閉。從這34個口岸每天進入的貨車司乘人
員數量大概在2,000人左右。此外，每天從港
澳進入內地的貨車司機數量大概在8,000人左
右。
李揚介紹，目前，全國128個口岸全部

暫停了旅客運輸服務，包括中日、中韓口岸
14個，大陸和台灣、內地港澳之間的客運口
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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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會議要求，抓緊在疫情重點地區抽取一定比例樣本，開展無症狀感染者調查和

流行病學分析，研究完善防控措施。

中央：嚴密防控無症狀感染者
公開透明發佈信息 堅決防止遲報漏報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
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王滬寧出席。
會議指出，要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

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按照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
導小組部署，針對國內外疫情防控形勢新的重大變
化，將應急措施和常態化防控相結合，及時完善防
控策略和應對舉措，進一步做好無症狀感染者防控
工作，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早日步入正常軌道。
會議指出，當前中國境內疫情防控向好態勢繼

續鞏固，復工復產積極有序推進，成績來之不易。
但全球疫情正處於大流行階段，任何國家都不能獨
善其身。要實事求是科學研判疫情形勢，保持清醒
頭腦，充分認識我國疫情防控面臨的風險壓力和工
作艱巨性。繼續做好重症患者救治、出院患者14天
隔離與28天隨訪等工作，強化醫療機構發熱門診相

關病例監測和傳染病網絡直報，做到“四早”。各
地要堅持公開透明發佈信息，不允許為了追求病例
零報告而瞞報漏報，這既有利於引導公眾做好防
護，也有利於積極有序推動復工復產。要繼續做好
疫情跨境輸入輸出防範。加強檢測力量和設備設施
配備，對所有入境人員實施核酸檢測，切實守好外
防輸入關口。駐外使領館和相關部門要做好我在境
外公民領事保護、防護指導和物資保障，保護他們
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一旦發現立即隔離醫學管理
會議指出，當前鞏固疫情防控成果，防止出現

防控漏洞，必須突出做好無症狀感染者監測、追
蹤、隔離和治療。要有針對性加大無症狀感染者篩
查力度，將檢測範圍進一步擴大至新冠肺炎病例和

已發現的無症狀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有特殊要求
的重點地區和重點人群等。一旦發現無症狀感染
者，要立即按“四早”要求，嚴格集中隔離和醫學
管理，公開透明發佈信息，堅決防止遲報漏報，盡
快查清來源，對密切接觸者也要實施隔離醫學觀

察。抓緊在疫情重點地區抽取一定比例樣本，開展
無症狀感染者調查和流行病學分析，研究完善防控
措施。同時，做好患者出院後按要求復查，加強復
陽人員醫學管理等工作。領導小組成員黃坤明、蔡
奇、王毅、肖捷、趙克志參加會議。

��(���

浙江按確診管控 力排隱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茅建興 杭州報道）從30日舉行的浙

江省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佈會上獲悉，浙江省
對所有無症狀感染者嚴格按照確診病例的管控要求執行。
浙江省防控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浙江省政府副

秘書長陳廣勝表示，新冠肺炎無症狀感染者是當前疫情防控的突
出隱患，也為社會公眾高度關注。一經發現，立即收入定點醫院
進行14天集中隔離醫學觀察；期滿須經兩次連續標本核酸檢測
陰性，且採樣間隔時間大於24小時。在定點醫院解除隔離後，
參照確診病例康復期管理要求，轉至集中隔離點繼續觀察14
天。
為最大限度防範風險，浙江省對所有入境來浙人員在開始

和解除集中隔離時均開展實驗室檢測，全面排查無症狀感染
者。一經發現，隨即開展流行病學調查，鎖定可能的密切接觸
者並落實隔離措施，確保第一時間切斷傳染途徑。

國際航班遞減98.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

內地防輸入壓力持續加大，中國出台多舉措
防控。中國民用航空局運輸司二級巡視員靳
軍號30日在京應詢表示，從疫情爆發伊始，
民航局執行的航班上限基數一直呈現出遞減
趨勢。本周計劃航班量僅為108班，相當於
在疫情爆發前全國的國際客運航班總量的
1.2%。此外，65個國際道路運輸口岸中，只
有34個保持開放狀態。
為此，自3月19日開始，中國民航局多

次下達縮減航班通知。靳軍號介紹，按照統
計，從3月29日到4月4日，本周計劃航班量
僅為108班，意味着相對於上周的734班又減

少85.3%，108班相當於在疫情爆發前全國的
國際客運航班總量的1.2%。“總體來講，趨
勢是加速遞減的狀態。”

僅開放34個口岸貨運服務
他表示，按照新政策要求，現在國際客

運量涉及到北京、上海、廣州三大航空樞
紐，總量從上周的550班減少到現在的61
班，降幅達89%。再結合新通知中的要求，
航班的客座率不超過75%，據此測算本周預
計通過航空口岸入境的人員日均從25,000人
將下降到4,000人左右。
中國交通運輸部國際合作司司長李揚表

示，對中國來講，防止疫情境外輸入是巨大
壓力。
目前，中國有65個開通國際道路運輸的

口岸，其中34個到現在為止保持開放狀態，
其他的因為季節原因或受疫情影響已經全部
關閉。從這34個口岸每天進入的貨車司乘人
員數量大概在2,000人左右。此外，每天從港
澳進入內地的貨車司機數量大概在8,000人左
右。
李揚介紹，目前，全國128個口岸全部

暫停了旅客運輸服務，包括中日、中韓口岸
14個，大陸和台灣、內地港澳之間的客運口
岸。

■中央會議要
求，要實事求
是科學研判疫
情形勢，繼續
做好重症患者
救治，出院患
者 14 天隔離
與 28 天隨訪
等工作。圖為
華中科技大學
同濟醫院光谷
院區關閉，醫
務人員將患者
轉運集中到該
院中法新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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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金管局最新

“半年報”顯示，雖然香港家庭負債

增長在去年下半年有所放緩，但由於

香港經濟在去年第三季開始顯著收

縮，名義本地生產總值下跌，令家庭

負債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由2019年

第2季的75.8%，進一步上升至2019

年第4季的80.4%，創新高。

港家庭負債佔GDP 80.4%新高

金管局指出，儘管經濟活動在經濟衰退期間
可能會快速放緩，但家庭的債務未必需要

在短期內清償。所以，在經濟下行期間，家庭
負債的調整通常較本地生產總值的調整為緩
慢。相應地，家庭負債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
於短期內可能維持在高位。該比率的未來趨勢
將取決於未來經濟情況，以及銀行與家庭之間
相應的還款安排。

家庭整體財務狀況仍穩健
雖然家庭負債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一直

廣泛用於評估家庭部門的財務狀況，但全面評
估需要額外考慮家庭的整體資產負債狀況，金
管局指這包括資產水平及資產與負債的結構。
根據局方估計，2018年香港的家庭資產淨值對

負債比率是12.2倍（英國：5倍；新加坡：6
倍；美國：6 倍；日本：8 倍）。此外，2018
年香港家庭部門的安全資產對負債比率仍維持
在3.04倍的高位（美國：1倍；英國：1倍；新
加坡：1倍；日本：3倍）。這兩個比率均處於
較高水平，亦高於其他大多數發達經濟體，表
明香港家庭整體財務狀況穩健，有強大的緩
衝，可抵禦潛在的金融及經濟衝擊。

私貸去年下半年增幅減慢
報告顯示，近年來，其他私人用途貸款一

直是家庭負債增加的其中一個原因，但在去年

下半年增幅有所減慢。此類貸款大部分為私人
銀行和財富管理客戶貸款，主要以金融資產
（包括股票、基金、債券等）作抵押。從日常
監管工作中，金管局留意到銀行已對這類貸款
採取審慎的信貸風險管理措施，包括為各類金
融資產抵押品訂立審慎的最高貸款與估值比
率、實行有效的追加保證金安排和強制平倉機
制等。

金管局認為這類貸款的信貸風險屬可控水
平。雖然如此，金管局會繼續透過包括對認可
機構進行現場審查的監管措施密切關注這些貸
款涉及的信貸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章蘿蘭）中國人民銀行
（央行）30日開展500億元（人民幣，下同）7天逆回購
操作，中標利率2.2%，較前次下降20BP。兩個月內再次
下調逆回購利率，且下調幅度較大。專家認為，此舉釋放
貨幣寬鬆發力信號，也是全球央行同步抗疫的信號。
這是自2月17日以來央行首次開展逆回購操作，與

2月3日逆回購利率下降10個BP相比，此次下調幅度更
大。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
院研究員馬駿表示，此舉標誌着人行貨幣政策進入了加
大逆周期調節力度的階段。“選擇在這個時點降息，應
該是綜合考慮了國內復工復產需求以及國際疫情和外部
經濟環境惡化等多方面因素後作出的決策。”馬駿強
調，中國還有充足的貨幣政策空間和貨幣政策工具。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認為，此次逆回購利
率下降是在G20會議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是全
球央行同步抗擊疫情的一個措施和信號，是央行層面進
一步逆周期政策的落地，也是落實政治局會議精神進一
步降成本、引導貸款市場利率下行的舉措。諸建芳預
計，從淨息差角度看，市場利率下降30BP，存款基準利
率大概率會有15BP的降幅，否則銀行成本壓力過大。
另外，4月還可能迎來存款準備金率的下調。

央行寬鬆信號雖然明顯，但由於周邊市場全線走
低，A股也無改跌勢。滬綜指30日報2,747點，跌24點
或0.9%；深成指報9,904點，跌204點或2.03%；創業板
指報1,860點，跌43點或2.28%。兩市共成交6,331億
元，北向資金淨流入12.8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新冠肺炎疫情在全
球蔓延，中國銀行研究院30日發佈2020年第二季度報
告指出，由於疫情突如其來，加上大宗商品價格暴跌、
全球金融市場劇烈動盪等，對中國經濟運行帶來了改革
開放以來最為重大的影響和衝擊，預計GDP增速或將出
現罕見的負增長，有可能為45年以來最低，今年一季度
GDP預計降9.6%，二季度恢復正增長為3%左右，全年
增幅2.5%左右。

報告建議將今年赤字率提高至4%左右，將地方政
府專項債規模擴大到4萬億元人民幣左右。

為應對經濟下行以及由此引起的就業、社會等問
題，建議特殊時期特殊應對，宏觀政策應果斷出重拳做
出調整，把穩定就業、扶助中小企業、保障民生放在首
位。並建議適當調整“十三五”規劃、“兩個翻番”等
目標任務完成時間，不苛求數量型指標在年內完成。
報告同時建議貨幣政策保持靈活適度，不斷加大逆

周期調節力度。

中行：中國GDP或45年最差

家庭負債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比率及其組成部分

其他私人用途貸款 信用卡墊款 住宅按揭貸款 家庭負債總額

人行變相減息
A股照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吉利汽車
30日公佈 2019 年全年業績，股東應佔溢利
81.89 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跌約
34.8%，每股基本盈利0.9元，派末期息25港
仙。展望未來，公告指，現存政治及經濟不明
朗因素將繼續影響內地的乘用車需求。最近爆
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已嚴重影響供應鏈以及產量
水平，對今年的營業額及盈利能力構成額外壓
力，預期目前的不利因素將在短期內持續，今
年可能成為公司歷年來最艱難的一年。

去年吉利汽車收益按年跌約 8.6%，至
974.01億元；銷量跌約9%至136.15萬輛，較去
年初訂立的151萬輛目標少約10%。至於公司
今年的銷售目標則為141萬輛車，較2019年總
銷量136.15萬輛，增加約4%。吉利汽車執行董
事安聰慧30日表示，目前全球經濟動盪，加上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多重壓力，全球汽車產業
面臨挑戰，但認為中國汽車市場發展長期向好
趨勢不會改變，又相信中央政府將有更多刺激
消費政策出台，推動汽車產業發展，不認為需

要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而下調銷量目標。
他續指，吉利汽車今年進入“產品大

年”，將推出6款新車，包括3款為吉利品牌、
2款為領克品牌及1款為幾何品牌，而部分產品
會用現有工廠生產，藉以提高工廠的產能使用
率與營運效益。

此外，他表示公司現時亦未有裁員、減薪
及延期支付員工薪酬，又承認疫情下有部分供
應商的零部件供應受到影響，但公司零部件在
全球都有部署。

吉利：疫情重挫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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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出現“瞞報”病例
新增死亡病例或因錯過治療時機

綜合報導 據烏克蘭衛生部消息，烏克蘭19日新增10例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出現“瞞報”情況。此外，新增1例死亡病例，或因拖延而錯

過最佳治療時機。

據烏通社報道，烏克蘭衛生部消息稱，截至19日，烏境內累計確診

新冠肺炎病例26例，19日當天新增10例。其中，基輔市1例，日托米爾

州1例，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2例，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州1例，

切爾諾夫策州5例。

新增病例存在“瞞報”問題。據基輔市市長克裏奇科透露，當天基

輔新增確診病例為50歲男性。該男子日前從瑞士返回後，在基輔壹家私

人診所進行了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但該診所並未向烏衛生部和

公共健康中心進行匯報，直到德國某實驗室向烏方進行通報，烏衛生部

才知曉此事。

日托米爾州、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新增確診病例均曾有境外旅

行史。其中，日托米爾州新增病例為49歲男性，3月中旬與親友赴奧地

利滑雪，經德國返烏後主動居家隔離。

切爾諾夫策州19日新增病例占到全烏半數，該州是烏最早出現確診

病例的地區，也是疫情最嚴重的地區，現共有15例確診病例。

烏克蘭19日新增1例死亡病例，累計死亡3例。烏衛生部指出，19

日新增死亡病例為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市56歲女性。該患者出現癥狀

後，長時間自行居家治療，直到病情嚴重才住院治療，壹天後不治身亡

。其在死後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

烏克蘭內務部表示，自20日起，烏國家緊急情況局將在全國範圍內

組織車輛向民眾廣播宣傳，除非絕對必要不要外出，外出須佩戴口罩，

人與人之間保持2米以上安全距離，以及照顧好老人等。

G20向全球經濟
註資5萬億美元應對疫情

綜合報導 二十國集團（G20）宣布，G20正在采取迅速有力措施

，包括向全球經濟註入超過5萬億美元資金，以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及

其影響。

G20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當天以視頻會議方式舉行。與

會各國領導人在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說，我們正在采取迅速且有力

的措施，支持經濟，保護勞動者和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我們正

在向全球經濟註入超過5萬億美元資金，作為有針對性的財政政策、

經濟措施和擔保計劃的壹部分，以抵消大流行病對社會、經濟和金融

的影響。

聲明說，G20承諾竭盡所能，動用現有壹切政策工具，以最大程度

降低此次大流行病對全球經濟和社會造成的損害，恢復全球增長，維持

市場穩定並增強經濟韌性。G20支持各國央行根據授權采取特別措施，

增加金融穩定以及加強全球市場流動性。

聲明說，G20將努力確保重要醫療用品、關鍵農產品和其他商品和

服務的正常跨境流動，並努力解決全球供應鏈中斷問題。

聲明要求各國衛生部長在必要時舉行會議，分享各自國家行之有效

的經驗，並在4月的部長會議前采取壹系列緊急行動以共同抗擊此次大

流行病。

聲明表示，G20將同壹線國際組織，特別是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及其他國際組織壹道，盡壹切努力克服疫情。

此次峰會由今年G20主席國沙特阿拉伯主辦，G20成員、嘉賓國以

及相關國際組織負責人與會。

意大利確診病例超過8萬例
總統簽署最新防疫法

綜合報導 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新聞

中心26日向媒體通報，截至3月26日下

午，全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增至80589

例，現存病例62013例，重癥患者3612

人。其中治愈患者已達10361人，死亡

8215人。此外，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簽

署的最新防疫法於26日正式生效。

據報道，當地時間26日，意大利緊

急民防部部長安吉洛· 博雷利核酸檢測結

果呈陰性，已重返工作崗位，但並未出

席當晚6時舉行的新冠肺炎疫情例行記

者會。

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新聞中心表示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惡化，意大

利確診病例和死亡患者數量迅速攀高。

當地時間25日晚，馬塔雷拉根據參眾兩

院審議通過的防疫特別法案，已正式簽

署國家最新防疫法。

報道指出，馬塔雷拉簽署的新防疫

法，從法律上強化了意大利政府的臨時

立法權，將疫情期間政府所頒布的臨時

法令，正式納入了國家法律層面。

新防疫法指出，未來政府所頒布的

防疫法令和限制人員

流動、遷移等臨時性

法令，可根據疫情發

展需要，進行多次延

期和隨時修正，每次

法令規定最長時間為

30天，直至7月 31日

全國緊急狀態結束為

止。

新防疫法條款規

定，除緊急情況、工

作和健康等特殊原因

，嚴禁任何人離開目前所在的居住地 ，

禁止所有人員在省市、大區和國家範圍

自由遷移。

新防疫法延續了此前政府頒布的相

關法令，在法令規定時間內，將關閉全

國城市公園、遊樂場所、公園等公共場

所；關閉電影院、劇院、文化中心、體

育場、遊泳館等設施；限制或暫停民眾

在戶外進行個人運動；確診患者、疑似

患者和被強制隔離與確診患者密切接觸

的相關人員，嚴禁離開住所或指定的隔

離地點。

新防疫法同時規定了對違法者處

罰條款，對於違反政府臨時法令尚未

構成犯罪的行為，可對當事人處以400

歐元至 3000 歐元罰金；對使用公共交

通工具或私人交通工具肆意違反政府

法令者，罰金可上浮30%；違反政府臨

時法令情節嚴重構成犯罪行為者，可

處以3個月至18個月監禁，並處500歐

元至5000歐元罰金；觸犯刑法者將依律

嚴懲。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歐洲
多國延長“封城”期限

綜合報導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歐洲繼

續蔓延。據世界衛生組織最新統計，截

至歐洲中部時間27日10時，歐洲地區新

冠肺炎累計病例數已超28萬例，累計死

亡約1.6萬例。面對嚴峻形勢，多國加強

防控，延長“封城”期限。

在歐洲疫情最為嚴重的意大利，

截至 27 日，累計病例達 86498 例，累

計死亡 9134 例。意大利高等衛生研究

院院長布魯薩費羅 27 日在新聞發布會

上說，意大利“已看到確診人數增長放

緩的跡象”，意味著“迄今為止實施的

相關隔離措施正在產生效果”。專家推

測，意大利疫情可能已接近峰值。

其他歐洲國家疫情形勢也不容樂觀

。截至27日，西班牙確診64059例，死

亡4858例；德國確診42288例，死亡253

例；法國確診32964例，死亡1995例；

英國確診14543例，死亡759例；瑞士及

列支敦士登確診12161例，其中瑞士死亡

197例。

面對快速蔓延的疫情，歐洲多個國

家決定延長“封城”期限，加強防控

。法國總理菲利普 27日說，法國正處

在新冠病毒流行的開始階段，“傳染

病浪潮已淹沒東部地區，並到達法蘭

西島大區和上法蘭西大區”。經法國

總統馬克龍批準，政府決定將 3月 31

日到期的全國“禁足令”延長兩周，

至4月15日。

正居家隔離的德國總理默克爾26日

晚舉行壹場語音新聞發布會說，現在還

沒有時間討論放松德國的防控措施，

“我們的新增感染比率仍然很高”。

比利時首相維爾梅斯27日在記者會

上宣布，原定3月18日至4月5日的“封

城”措施將延長兩周至4月19日，“未

來也可能再延長至5月3日”。她強調，

現在首要任務是民眾必須嚴格遵守政府

的各項封禁措施，警察也會加強監管。

“科學家們認為，當前新冠肺炎疫情遠

未得到控制。每個人都必須參與到與病

毒的鬥爭中來，天氣晴好的時候也要待

在家裏。”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27日宣布了限制

民眾出行的政令，自3月28日至4月11

日，民眾除購買生活必需品等幾種情況

外，嚴禁離開住所。匈牙利警方將與其

他部門配合，保障政令的嚴格執行。

激增的病例使歐洲各國的醫療機構

承受巨大壓力，大批壹線醫護人員被感

染。英國內閣辦公廳大臣邁克爾· 戈夫27

日在首相府舉行的發布會上說，英國政

府正在努力提升對抗疫壹線工作人員的

病毒檢測能力。

法國醫院聯合會主席弗雷德裏克· 瓦

萊圖27日表示，法蘭西島大區的部分醫

院將在27日晚或28日達到飽和，呼籲將

部分新冠肺炎患者轉往疫情相對緩和的

地區。

西班牙衛生部確認，目前全國已有

超過9000多名醫護人員感染，占總感染

人數的14.7%。西班牙衛生部應急與預警

協調中心主任費爾南多· 西蒙說，這壹數

字與別的國家相比過高，這是眼下最令

人憂心的問題所在。

立陶宛衛生部長韋雷加27日簽署政

令，在3月16日至4月13日全國實行隔

離封鎖期間，給在抗疫壹線的醫務工作

者漲工資，上漲幅度為15%。

男孩被剃“地中海”發型大哭
網友：保證乖乖隔離

綜合報導 目前，受新型

肺炎疫情影響，許多國家祭

出城市封鎖、居家隔離等政

策防疫。近日，菲律賓壹名

父親替兒子剪了類似“地中

海”的發型，網友笑稱，這

是確保兒子乖乖待在家裏隔

離的最佳發型。

3月 24日，菲律賓壹名

網友馬拉在社交媒體上貼

出照片，她的弟弟被剃去

了頭部上方大片頭發，留

下壹個類似地中海的發型

。原來，這是父親為他設

計的“傑作”，惹得弟弟

難過大哭。

瑪拉還在貼文中打出

標簽“居家隔離”，引來

網友們哄堂大笑。有網友

在下方留言，“很像戰國

時代的日本武士”，也有

人稱很像周星馳電影中的

“火雲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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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監察院《廉政專刊》去年
刊載時任立法院長蘇嘉全財產申報，出現一
筆內政部補助國慶籌備委員會的活動經費
3354萬4900元，遭多名網友於臉書惡意評論
「公款入私帳」、 「這算公然貪污吧？」等

字眼。蘇嘉全認為名譽受辱，因此提告300
多名網友，台北地檢署調查後，認為國慶公
款的運用情形為可受公評之事，將魏男及3
名貼文的網友做出不起訴處分。對此，蘇嘉
全今(30)日表示，對有些檢察官所下的結論
，不免感到遺憾，但也只能尊重並接受。

蘇嘉全說，身為立法院長循例擔任 107
年國慶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身分，於107年5
月9日在台灣銀行群賢分行以 「台灣各界慶
祝107年國慶籌備委員會蘇嘉全」為名開立
帳戶，帳戶中的經費個人完全不能夠提領使
用，而是必須經由內政部依會計程序動支。
他強調，這筆款項非常明確純屬國慶活動公
款， 「該帳戶也是為了籌辦國慶活動所設立

的公共帳戶，而非我的私人帳戶。」
蘇嘉全指出，部分網友赤裸裸的網路攻

擊霸凌與名譽抹煞，在司法上卻有了不同心
證見解，有些檢察官認為我身為立法院長，
這些發言屬於 「公評」的範疇；也有檢察官
認為被告行為已違反言論自由的範疇，在被
告同意公開發文表達未盡查證義務，願意道
歉後，予以緩起訴。

蘇嘉全說，個人從政三十幾年來，所有
的言行當然可受公評，但諸如 「公款入私帳
」、 「公然貪污」等完全顛倒黑白的惡意抹
黑，本人無法認同這是合理評論，因此對有
些檢察官所下的結論，不免感到遺憾，但也
只能尊重並接受。

蘇嘉全表示，司法的價值在於保護善良
與真理，而言論自由必需建立在不傷害他人
的基礎上。期盼未來，台灣社會不再出現這
樣惡意的抹黑與攻擊，因為沒有任何一個正
直的人，應該遭受這樣的污辱與傷害。

網友惡意評論檢方不起訴 蘇嘉全表遺憾、尊重

（綜合報導）遠東航空董事長張綱維涉
嫌掏空 22 億元資產，日前還返回公司搬走
800萬元現金，檢方緊急約談他並聲押禁見
，但台北地院裁定800萬元交保。張花費約2
個半小時湊錢，離開法院前除感謝法官、檢
察官及民航局，表示會配合調查，也承諾要
讓遠航繼續經營下去，維持員工的權益。

張綱維說，造成社會大眾困擾非常抱歉
，感謝法官給他一個清白，他沒有違反證券
交易法，感謝法官、檢察官、民航局，他會
配合後續調查，最重要的，是要讓遠航繼續
經營下去，維持員工一切權益，同時積極在
辦理10幾萬筆退票作業，也祝福台灣航空旅
遊業能平安度過這次疫情。

張綱維並指，遠航的淨值是正的，只是
目前資金斷鏈，但資本還在，不動產相當雄
厚，目前有投資人在洽談中，期盼新的投資

人能再聘回原來的員工，至於昨天與員工發
生衝突，其實是誤會，公司並沒有妨害到員
工任何一塊錢，他已經向檢方解釋清楚。

北院裁定指出，檢方主張張綱維涉犯證
券交易法申報公告不實、行使業務登載不實
文書、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帳冊、詐欺取財得
利、背信等5罪，但未提出具體事證，難認
嫌疑重大，自不構成反覆實施之虞的羈押原
因。

裁定並指，張綱維雖有逃亡、串證之虞
，但所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未經民
航局核准逕行結束營業罪，均為最重本刑3
年以下，屬經具保聲請停止羈押不得駁回的
輕罪，且檢方自去年12月已著手偵辦，掌握
相當事證，張昨也配合傳喚到案，遂駁回羈
押禁見聲請，裁定800萬元交保。

2.5小時湊齊800萬 張綱維交保說：要讓遠航經營下去
（綜合報導）新北市警局為使失蹤人口尋人經驗得以傳承，今年初邀請海山分局巡佐蔡淑女及板橋

分局警員王閔南等尋人高手擔任種子教官，徵求各分局有熱忱同仁，辦理尋人高手種子培訓，指導學員
善用科技，透過失蹤人口相關系統交叉比對失蹤人口與無名屍身分協尋。

尋人高手種子培訓上課時，教官蔡淑女以實際案例指導學員各項技巧，根據無名屍案件地緣、身高
及特徵交付學員比對查尋，從1張超商發票，向超商調取監視器畫面供親屬指認，經確認後再採集DNA
送法醫研究所比對，終讓該位無名亡者落葉歸根。

新北市警局長陳檡文表示，失蹤人口是每一個家庭的痛，家屬焦急心情就如同熱鍋上的螞蟻，如何
尋人是分秒必爭的，尋人高手培訓計畫的目的就是要盡快找到人，好讓家屬安心。

新北警尋人高手種子培訓 助無名亡屍落葉歸根

（綜合報導）宜蘭縣警方近期破獲持槍強盜等重大刑案，警政署長陳家欽今天（31日
）下午前往羅東警分局，慰勉基層員警並頒贈獎勵金，陳家欽也提醒警察同仁，在執行防
疫等勤務時，務必要將自身健康和執勤安全列為首要重點。

陳家欽今天還視察宜蘭警方異地辦公的情形，了解防疫替代處所及人力調度措施，宜
蘭警方因應防疫採分組、分時段、分流上班作法，避免因疫情擴散造成群聚感染，確保執
勤的警力足以達成防疫和維持治安的任務。

宜蘭縣警察局表示，現在防疫工作迫在眉睫，警方雖投入大量人力協助防疫，轄區治
安亦絕對兼顧，因強盜、竊盜等犯罪具有治安問題指標性，一旦發生必會成為國人關注焦
點，署長特別提醒應注意轄內治安情勢，尤其金融機構、大賣場及便利商店要防範搶奪強
盜案發生，兼顧防疫和治安工作，宜警對於挑戰公權力的不法行為，全力集中偵查能量，
不讓歹徒 「趁疫作亂」。

防疫不忘拚治安警署長慰問宜蘭警方

（綜合報導）名嘴張友驊去年1月間上 「新聞
龍捲風」節目，爆料陳菊任高雄市長任期間弊案，
陳菊認為評論不實，自訴加重誹謗罪，連張透露陳
菊日式料理、按摩等嗜好也一併告進去。張今表示
，陳菊有告的權力，他要求陳菊親自出庭，否則不
同意將節目言論做為證據。

張友驊去年1月間多次上 「新聞龍捲風」，指
控陳菊調用親信進入國營事業，再募集資金贊助新
人參選市議員，市府另有多件標案涉弊，以及陳菊
愛按摩、喜歡日式料理，國營事業董事長夫人還學
料理拍她馬屁。

北院今開庭，張友驊指市府多件標案都有可議
之處，部分是向強強滾、文山伯、高雄市議會議長

許崑源、王金平等人查證，有些曾有新聞報導過，
他另提及陳菊的嗜好，卻被斷章取義；他很清楚陳
菊嗜好，陳菊曾開 「菊之鄉」日本料理店，他曾一
週去吃3次，陳菊喜歡按摩也是眾所皆知。

張友驊說，陳菊曾多次請他去 「菊之鄉」吃飯
，他親眼見到國營事業董事長夫人、小姨子為了討
好陳菊，去學日本料理，還燒菜給陳菊吃，他只是
敘述自身所見，並無誹謗惡意。

法官要求張友驊整理並提供新聞報導及查證名
單，下次開庭提供，張雖同意，但要求陳菊親自出
庭對質，這樣傳喚證人、調查相關證據才有意義，
法官回應，參考相關資料後會再審酌。

張友驊挨告加重誹謗 要求陳菊出庭對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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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1年苏联解体至今，已 20年

，许多深藏幕后的历史秘密逐渐浮出

了水面。历史证明，恐怖阴谋确实存

在！在苏联体系解体的过程中，一直

存在神秘的隐形共济会之手的有力操

纵。

在沙皇时代，俄罗斯一直由共济

会 13 家族之一的诺曼夫家族统治，

直到末代沙皇出卖了共济会秘密并公

开反对共济会，此时暗藏在俄罗斯贵

族中的会员多此企图暗杀沙皇未成功

（包括列宁的父亲和哥哥），直到列

宁将沙皇统治推翻为止。

在犹太人直接统治俄罗斯的时代

（即苏联建国到斯大林被心脏病死亡

期间），俄罗斯及其他加盟共和国一

直是由犹太其产国际负责管理运营，

该组织由共济会大东方会所（又称巴

比伦会所）分裂而来，在美国（犹太

人通过共济会暗中控制）和苏联（犹

太人抛开其产国际直接领导）的同时

支持下，1948 年以色列建立，在苏联

的 500 多万犹太人开始大量向以色列

移民，到现在只剩不到 150 万人还留

在俄罗斯(大部分在彼得堡)，1993 年

，苏联的解体标志着犹太人不再亲自

掌控俄罗斯。

俄罗斯历史学家普拉托诺夫在

《 俄 罗 斯 荆 棘 之 冠 ： 共 济 会 历 史

1731-1995 年》一书中，从世界共济会

秘密组织在苏联境内外的活动入手，

曝光共济会对苏联解体进程中的催化

性作用。

一些苏共领袖与共济会建立联系

，并非始于 80 年代改革时期，而是

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 60 和 70 年代

。

戈尔巴乔夫与共济会的最初联系

，可能是发生在他在意大利休假时期

。雅科夫列夫与共济会的联系是他在

美国和加拿大出任大使的期间。

但关于戈尔巴乔夫共济会身份最

有分量的证明，是关于他与世界共济

会高层代表的密切接触，和 1992年所

披露的戈尔巴乔夫是共济会最高国际

机构“彼得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

）”的成员。

据西方透露，戈尔巴乔夫和三边

委员会联系的中间人是著名的犹太金

融家、共济会高级会员、以色列特工

机构“摩萨德”的著名间谍索罗斯。

由于与“摩萨德”的关系，70--80 年

代索罗斯曾被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

克斯洛伐克驱逐出境。

早在 80 年代，雅科夫列夫就在

《文学报》发表的文章，抨击俄罗斯

民族复兴活动。雅科夫列夫号召对俄

罗斯民族复兴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行

政镇压。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

，这一镇压被付诸行动了。

秘密的犹太共济会组织制订了针

对苏联的具体计划以及细节。根据拉

脱 维 亚 外 交 部 提 供 的 材 料 ， 仅 在

1985-1992 年之间，西方（首先是美国

）为“苏联民主化进程”（即消灭俄

罗斯）投资 900 亿美元。这些钱包括

购买官员服务，培训利益代理人和为

他们活动支付报酬，购买特别的技术

设备、资料和聘请教官等。

共济会用大量金钱支付苏联利益

代理人的费用，包括：支付他们出国

的旅费，国际消费以及各种基金会为

书籍出版和文章的发表而提供高额稿

酬，演讲和讲课费等。正是在 80 年

代中期，这些代理人的活动特别活跃

。尤其是在莫斯科。

戈尔巴乔夫成为共济会”彼得伯

格俱乐部”成员的确切时间是在 1989

年 1月份。苏联变革的这位主要设计

师，在这一年与作为“新世界设计师

（石匠大师）”和“新世界秩序”构

建者的“兄弟会”国际高层成员们的

在莫斯科举行会见。

除戈尔巴乔夫外，还有雅科夫列

夫、谢瓦尔德纳泽、阿尔巴托夫、普

里马科夫、梅德韦杰夫及其他一些人

。通过一系列秘密会谈，制订了绝密

的联合行动协议，其性质当时很少为

人知道。

1990 年是俄罗斯历史上生死攸关

的一年。在很短的时期内发生了国家

管理制度的变化。利用过渡时期，戈

尔巴乔夫和他的前政治局战友们（雅

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

夫、普里马科夫等）掌控了政治局。

苏联国土上出现的第一个正式的

共济会机构是国际犹太共济会分会"

圣约信徒会"。该分会是根据共济会

领导人之一亨利· 基辛格的请求建立

，得到了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批准。

1990 年 4 月法国共济会大东方社

主教拉加什在一次记者会上说，许多

俄罗斯人加入了他领导的大东社。

根据他的讲话，大东方社为此拟

增加必要的物资和财政力量（《消息

报》，1991 年 9月 13 日）。经过一段

时间，大东方社团长来到莫斯科，之

后又造访了彼得堡，以规范地组织共

济会的工作。

1991 年八月政变开始前夕，俄罗

斯共济会分会“普希金”会的一位会

员来到莫斯科，他是1922年从敖德萨

侨居国外的犹太人（其名字对外保密

）。随同他来莫斯科的还有该分会 8

个会员。这位共济会特使在 8月 30日

开办了新的分会“诺维科夫”。共济

会《苏格兰宗教礼仪期刊》对“法国

大民族分会推动的”这一事件表示欢

迎。该期刊写道，“这意味着，在东

方集团人民中，蓝色分会和苏格兰宗

教礼仪最高委员会的逐渐恢复，前进

了一步。”（《天主教研究》，1992

年 7月）

由于 1991 年 8-12 月政变，秘密犹

太共济会组织在俄罗斯的计划实现了

。大批共济会成员成为叶利钦政权机

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叶利钦政权的

政策提供指导和顾问。

共济会，苏联解体的隐形推手？

韓國將對美國入境者采取隔離
違反者驅逐出境

綜合報導 韓國將對自美國入境

人員采取隔離措施。韓國國務總理丁

世均26日表示，對違反隔離政策的外

籍人員，將采取驅逐出境等措施。

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

截至當地時間 26日零時，韓國新冠

肺炎累計確診病例達9241例。24小

時內新增確診病例 104 例，連續兩

周每日新增病例維持在100例左右。

其中境外輸入病例增長明顯，單日新

增30例。

韓國加大入境管控。22日起，韓

國要求所有從歐洲入境者接受病毒檢

測，並要求所有持長期簽證的歐洲人

士進行14天隔離。27日起，韓國將對

所有自美國入境人員采取14天隔離；

對於有癥狀者將進行病毒檢測，結果

為陰性可選擇居家隔離。

丁世均表示，韓國對於入境者采

取的隔離措施是壹種法律強制手段，

對違反隔離政策“零容忍”。他說，

將嚴格落實居家隔離政策，隔離期人

員不允許前往超市等公共場所。他稱

，無正當理由不進行隔離者，民眾可

向政府部門舉報，對於外籍人員將采

取驅逐出境等措施。

丁世均稱，政府將告知所有入境

者隔離政策，建議其不要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不要使用公共設施等。

韓國中央事故處理本部防疫部門

負責人尹泰皓26日在記者會上介紹，

計劃在仁川機場新增16個移動檢測設

施，所有抵韓遊客均要通過App程序

每日向官方匯報體溫等情況。

根據韓國現行規章，居家隔離者

若不遵守防疫規定，將面臨壹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1000萬韓元以內罰款，不

分國籍。

文在寅：G20成員應共享抗疫經驗 合力研發藥物
綜合報導 韓國總統文在寅在二十

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

上表示，將與國際社會共享韓國抗疫

模式。他還稱，G20成員應共享抗疫經

驗，合力研發藥物。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

特別峰會召開。此次峰會由今年二十

國集團主席國沙特阿拉伯王國主辦，

以視頻方式舉行。

文在寅介紹了韓國應對疫情的經

驗。他說，韓國通過大量的檢測檢出

確診病例，徹查病例移動路徑，隔離

與確診病例接觸人員並對其采取禁止

出境措施。韓國還在初期開發出迅速

準確的診斷試劑，為盡可能快速檢測

和預防感染設置“免下車”篩查點，

利用 IT技術開發自診APP。根據世衛

組織的建議，韓國還采取盡量減少限

制人員和物資移動，並同時盡可能提

高防疫效果的特別入境程序。

文在寅提議加強國際社會團結和

政策合作共克疫情，具體方案包括，

G20成員國共同分享防疫經驗和臨床數

據，全力合作研發治療藥物和疫苗，支

援醫療衛生體系相對薄弱的國家。他表

示，韓國政府將積極配合國際社會在疫

苗研制、衛生領域合作和加強發展中國

家應對疫情能力等方面的努力。

文在寅還表示，應當利用壹切可

行手段開展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加

強全球金融安全網，維穩欠發達國家

和貧困國家經濟。為全力降低疫情對

世界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保持各國

之間的經濟交流十分必要。為此，文

在寅提議各國在不影響防疫措施的範

圍內，共同探討允許科學家、醫生、

商務人士在必要時出入境的方案。

文在寅表示，G20曾在2008年為克

服全球金融危機做出巨大貢獻，希望

此次也能在戰勝疫情方面發揮強大的

引領作用，期待今天的會議能夠進壹

步凝聚各國抗疫合力。

日本新冠肺炎確診達1516例
東京當局籲勿聚集賞櫻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

截至當地時間27日下午11時30分，日本

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已增至1516例，

累計死亡病例為52例。為防範新冠肺炎

疫情擴大，日本首都圈28日起避免外出

，東京當局還敦促人們不要聚集在公園

裏觀賞春日櫻花。

據報道，鑒於新冠肺炎疫情擴大

，日本首都圈 5都縣(東京、埼玉、千

葉、神奈川、山梨)提出的避免外出

要求波及全國，福島、茨城、富山和

島根 4 縣，27 日也要求避免前往東京

方面。至此，要求避免出行的總計達

13縣。

東京都要求避免外出的時間是28日

開始的兩天，不過這些要求沒有強制力

，能否遏制周末的人員往來，防止首都

圈出現爆發式激增尚無法預測。

東京當局還敦促人們不要聚集在

公園裏觀賞春日櫻花，並計劃將動物

園和水族館關閉兩周。東京都知事小

池百合子指出，“明年櫻花還會再次

開放。”

小池百合

子25日晚曾舉

行記者會，宣

布當地現在面

臨疫情暴發的

嚴重局面。她

要求民眾避免

不必要、非緊

急的外出，如

疫情繼續發展

，將可能采取

封城措施。

據報道，

東京都要求的本周末避免外出的影響也

波及企業活動。此外，院線巨頭“TO-

HO CINEMAS”本周末在東京等的17家

影院停業。但交通工具方面，JR和私營

鐵路、地鐵均照常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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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鴻培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李克強主持召開領導小組

會議。會議要求，抓緊在疫情重點地區抽取一定比例樣本，開展無症狀感染者調查和

流行病學分析，研究完善防控措施。

中央：嚴密防控無症狀感染者
公開透明發佈信息 堅決防止遲報漏報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
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王滬寧出席。
會議指出，要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

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按照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
導小組部署，針對國內外疫情防控形勢新的重大變
化，將應急措施和常態化防控相結合，及時完善防
控策略和應對舉措，進一步做好無症狀感染者防控
工作，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早日步入正常軌道。
會議指出，當前中國境內疫情防控向好態勢繼

續鞏固，復工復產積極有序推進，成績來之不易。
但全球疫情正處於大流行階段，任何國家都不能獨
善其身。要實事求是科學研判疫情形勢，保持清醒
頭腦，充分認識我國疫情防控面臨的風險壓力和工
作艱巨性。繼續做好重症患者救治、出院患者14天
隔離與28天隨訪等工作，強化醫療機構發熱門診相

關病例監測和傳染病網絡直報，做到“四早”。各
地要堅持公開透明發佈信息，不允許為了追求病例
零報告而瞞報漏報，這既有利於引導公眾做好防
護，也有利於積極有序推動復工復產。要繼續做好
疫情跨境輸入輸出防範。加強檢測力量和設備設施
配備，對所有入境人員實施核酸檢測，切實守好外
防輸入關口。駐外使領館和相關部門要做好我在境
外公民領事保護、防護指導和物資保障，保護他們
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一旦發現立即隔離醫學管理
會議指出，當前鞏固疫情防控成果，防止出現

防控漏洞，必須突出做好無症狀感染者監測、追
蹤、隔離和治療。要有針對性加大無症狀感染者篩
查力度，將檢測範圍進一步擴大至新冠肺炎病例和

已發現的無症狀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有特殊要求
的重點地區和重點人群等。一旦發現無症狀感染
者，要立即按“四早”要求，嚴格集中隔離和醫學
管理，公開透明發佈信息，堅決防止遲報漏報，盡
快查清來源，對密切接觸者也要實施隔離醫學觀

察。抓緊在疫情重點地區抽取一定比例樣本，開展
無症狀感染者調查和流行病學分析，研究完善防控
措施。同時，做好患者出院後按要求復查，加強復
陽人員醫學管理等工作。領導小組成員黃坤明、蔡
奇、王毅、肖捷、趙克志參加會議。

��(���

浙江按確診管控 力排隱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茅建興 杭州報道）從30日舉行的浙

江省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佈會上獲悉，浙江省
對所有無症狀感染者嚴格按照確診病例的管控要求執行。
浙江省防控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浙江省政府副

秘書長陳廣勝表示，新冠肺炎無症狀感染者是當前疫情防控的突
出隱患，也為社會公眾高度關注。一經發現，立即收入定點醫院
進行14天集中隔離醫學觀察；期滿須經兩次連續標本核酸檢測
陰性，且採樣間隔時間大於24小時。在定點醫院解除隔離後，
參照確診病例康復期管理要求，轉至集中隔離點繼續觀察14
天。
為最大限度防範風險，浙江省對所有入境來浙人員在開始

和解除集中隔離時均開展實驗室檢測，全面排查無症狀感染
者。一經發現，隨即開展流行病學調查，鎖定可能的密切接觸
者並落實隔離措施，確保第一時間切斷傳染途徑。

國際航班遞減98.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

內地防輸入壓力持續加大，中國出台多舉措
防控。中國民用航空局運輸司二級巡視員靳
軍號30日在京應詢表示，從疫情爆發伊始，
民航局執行的航班上限基數一直呈現出遞減
趨勢。本周計劃航班量僅為108班，相當於
在疫情爆發前全國的國際客運航班總量的
1.2%。此外，65個國際道路運輸口岸中，只
有34個保持開放狀態。
為此，自3月19日開始，中國民航局多

次下達縮減航班通知。靳軍號介紹，按照統
計，從3月29日到4月4日，本周計劃航班量
僅為108班，意味着相對於上周的734班又減

少85.3%，108班相當於在疫情爆發前全國的
國際客運航班總量的1.2%。“總體來講，趨
勢是加速遞減的狀態。”

僅開放34個口岸貨運服務
他表示，按照新政策要求，現在國際客

運量涉及到北京、上海、廣州三大航空樞
紐，總量從上周的550班減少到現在的61
班，降幅達89%。再結合新通知中的要求，
航班的客座率不超過75%，據此測算本周預
計通過航空口岸入境的人員日均從25,000人
將下降到4,000人左右。
中國交通運輸部國際合作司司長李揚表

示，對中國來講，防止疫情境外輸入是巨大
壓力。
目前，中國有65個開通國際道路運輸的

口岸，其中34個到現在為止保持開放狀態，
其他的因為季節原因或受疫情影響已經全部
關閉。從這34個口岸每天進入的貨車司乘人
員數量大概在2,000人左右。此外，每天從港
澳進入內地的貨車司機數量大概在8,000人左
右。
李揚介紹，目前，全國128個口岸全部

暫停了旅客運輸服務，包括中日、中韓口岸
14個，大陸和台灣、內地港澳之間的客運口
岸。

■中央會議要
求，要實事求
是科學研判疫
情形勢，繼續
做好重症患者
救治，出院患
者 14 天隔離
與 28 天隨訪
等工作。圖為
華中科技大學
同濟醫院光谷
院區關閉，醫
務人員將患者
轉運集中到該
院中法新城院
區。 新華社

2020年3月31日（星期二）4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李鴻培

香港 30日新增 41宗確診新冠肺炎個案，累計

確診病例達 682宗，直逼 700宗關口。新增患者當

中，有4人未能找到感染源頭，包括一名31歲石硤

尾警署男警員，他與早前染病的女警無接觸，潛伏

期間曾上班及與 3位至 4位朋友到西九文化區野

餐。連日有多宗未知源頭本地個案，香港衛生防護

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擔心，隨時出現社區大爆

發，並承認部分患者的感染途徑不明顯，即使追蹤

及隔離密切接觸者都難以截斷傳播鏈，勸喻市民盡

量留在家中。

無頭個案頻現 社區臨大爆發
再增41宗確診 憂難以截斷傳播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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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全球疫情大
爆發，大批海外港人紛紛回港避疫，香港近兩
周的輸入確診個案暴升。香港30日新增的41宗
確診個案，當中34人有外遊記錄，包括18名海
外留學生，他們大部分都是從英國回港，其餘
的個案曾到過捷克、以色列、印尼等國家。香
港衛生防護中心促請家居檢疫隔離者謹守相關
規定，例如不要與家人同枱食飯，要戴口罩
等。
對於近日有不少由英國回港的海外學生在

家居檢疫隔離期間確診，有些更在回港前已有

病徵，而29日確診的11歲女童（第六百一十
二宗）家庭群組，她並沒有外遊記錄，但其於
3月15日由英返港的14歲哥哥（第六百一十三
宗）於同日確診，其兩名家人（第四百六十七
宗及六百二十二宗）亦“中招”。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30日

表示，部分有病徵的英美留學生在抵港時，會
被送往檢測中心，若樣本呈陽性會安排送
院，部分會獲派樣本瓶留深喉唾液樣，再返
家隔離檢疫，其後再確診送院，她指，他們
很多時回想才記起在海外時曾有病徵，她促

請回港者及早通知署方在海外時的情況，而
在家檢疫時應謹守相關規定，例如不要與家
人同枱食飯，要戴口罩等。

被問到30日確診大部分海外學生都是由
英返港，對於他們是否乘搭同一班航機，而在
機上交叉感染的風險，張竹君回應指，手頭
上並沒有相關航班資料，但中心的網頁會有
顯示，又指他們在差不多時間發病，相信是潛
伏期的問題，因為英國的疫情爆發，有輸入個
案稱曾在英期間，乘搭的士時司機有咳嗽；另
外有一同相處的有確診，但沒有做檢測等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自海外抵港者須強制進行檢
疫的措施在3月19日生效至今，
香港衛生署已向5萬人發出檢疫
令，政府各部門需動員數以千計
人員和義工執行檢疫工作，包括
監察檢疫者及為他們提供各項支
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30日出席活動時表示，鑑於接受
強制檢疫者人數眾多，檢疫者的
自律和配合對措施的成效至為重要，但
政府亦會以零容忍的態度對違反檢疫令
的個案採取嚴厲的執法行動。她呼籲檢
疫者為己為人，不要以身試法。
林鄭月娥30日下午到訪政府資訊

科技總監辦公室（資科辦）在北角政府
合署新設立的家居檢疫控制中心，為辛
勤工作的資科辦人員和參與抗疫工作的
廉政公署人員打氣。
林鄭月娥在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常

任秘書長蔡淑嫻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林偉喬陪同下，視察該中心的運作，
了解資科辦如何透過不斷改良的監察
手帶和手機應用程式，協助執行海外
抵港者的強制檢疫安排。林鄭月娥與
工作人員交談，知悉除資科辦人員
外，有不少來自廉政公署的人員亦在
該中心參與監察工作。
她對各公職人員為協助抗疫而主

動擔負起日常工作以外的任務表示充
分肯定，正好體現全政府同心抗疫的
承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疫情全球蔓延，有國家
“封城”令滯留海外的港人有家歸不得。一名滯留秘魯的
63歲港人上周五因新冠肺炎引發心臟驟停客死異鄉，香
港特區政府截至29日中午共接獲86名滯留秘魯的港人求
助。消息指出，特區政府計劃派包機接載滯留秘魯及位於
摩洛哥的37名港人回港，但乘搭包機要自付費用，初步
估計每人3萬港元。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已聯繫中國駐秘魯大使館及

多間航空公司，盡力安排預留機位或安排班機予滯留者，
並向當地政府提出相關申請，包括向當地政府提出安排內
陸交通，將身處秘魯不同地方的港人送往首都利馬，以便
集中安排國際航班離開。

港女求助掀網上爭論
不過，就港人求助事件在網上掀起爭議。旅遊專欄

作家項明生在facebook專頁狠批一名滯留秘魯的港女疫情
肆虐仍去旅行，是“明知外有毒，偏向病毒行”，被困時

不該向政府求援，直指“去旅行可以去到盡，但就不要輸
打贏要”。有網民認同項的言論，但也有網民指該女子於
上年年尾已出發去南美，無法預測會出現嚴重疫情，認為
她求助並無問題。各地公民在海外遇上難題時，理應可要
求政府援助。
另外，香港入境處截至29日中午亦接獲150名滯留

摩洛哥港人求助，當中包括70名旅行團成員。特區政府
發現有113人自行乘坐航班返港或已作返港安排，只有37
人滯留摩洛哥返港無期，主要集中在卡薩布蘭卡和馬拉喀
什兩個城市，特區政府正與中國駐摩洛哥大使館及多間航
空公司積極跟進，安排機位或航班予他們。

身處香港的吳小姐表示，她的姊姊與姊夫本來參加
旅行團到意大利，因疫情避走到摩洛哥，卻遇上當地封鎖
領空，旅行社縮短行程，團友轉到卡薩布蘭卡等候。她續
說，該旅行團原本有逾20人，大部分人上周乘坐法國的
包機離開，但因機位不足，包括其姊姊及姊夫等4人，仍
未能上機，且目前缺乏藥物和口罩，急需政府支援。

張竹君30日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30日新增的確診患者涉
及21男20女，年齡介乎11歲至65歲，當中34人有外遊

記錄，而無外遊史的7宗本地確診個案中，4宗個案包括第六
百四十三、六百六十二、六百六十三、六百七十四宗仍未知源
頭，當中包括一名31歲男警員（第六百六十三宗）。

確診警曾到西九與友人野餐
張竹君指，該名男警員於周日（29日）開始發燒，到明愛

醫院求醫之後確診。張竹君表示，男警染疫與早前確診的女警
無關係，兩人無接觸過。該名男警上周五（27日）放假時，曾
與3位至4位朋友到過西九文化區野餐，其朋友及家人被列為
密切接觸者。
男警並無到過女警出席的靶場燒槍，上周六（28日）曾在

工作的石硤尾警署返夜班及巡邏，其間有戴口罩，並無與其他
同事食飯，因此他的同袍並不屬於密切接觸者，但一名警員與
他曾有密切接觸，正接受隔離。
張竹君指，其餘本地3宗個案包括第六百七十宗，她是公

開大學的學護，曾到尖沙咀諾士佛臺酒吧“All Night
Long”。由於學校已停課，她潛伏期間沒有上堂，亦沒有到過
醫院。另第六百七十七宗個案與較早前確診的第五百三十三宗
個案有關，是其密切接觸者，第五百三十三宗個案曾於3月13
日去過中環雲咸街酒吧“Draft Land”。而第六百八十三宗個
案是第五百六十三宗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後者潛伏期內沒
有外遊，感染源頭未明。

另外，張竹君透露，較早前確診的第五百六十六宗及六百
一十八宗個案，他們都沒有外遊記錄，但曾參加位於西營盤餐
廳Potato Head的一個約10人的生日聚會，但未見是病毒源
頭。

衛署籲市民留家中
對於近日出現多宗未知感染源頭的個案，有專家形容情況

“有些失控”。就此張竹君承認，每日有很多外地傳入個案，
加上不時出現本地的未知源頭個案，形容情況令人擔心。
她說：“因為傳播途徑不明顯，可能是有些傳播不能夠追

蹤，單靠追蹤密切接觸者，隔離密切接觸者，其實難以切斷傳
播鏈，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因為你不知道在什麼情況，在街上
有機會受感染。如果有患者去過人多的地方，隨時會有大爆
發。”她呼籲市民如非必要，不應外出，盡量留在家中。

港府擬包機赴秘魯 用者自付 林
鄭
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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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18留學生中招 一人中招累全家

第662宗
28歲男
住所：東涌逸東邨康逸樓

第643宗
32歲男
住所：牛頭角安定街94號至98號雙喜大廈

第663宗
31歲男警員
住所：深水埗富昌邨富萊樓
27日放假時，曾與三四位朋友到過西
九文化區野餐
28日曾在工作的石硤尾警署返夜班及
巡邏
29日開始發燒到明愛醫院求診

第674宗
23歲男
住所：粉嶺祥華邨祥智樓

增4宗“無頭”個案 全港水盡鵝飛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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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到訪資科辦，為工作人員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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