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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美國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的最新統計，10
日新冠肺炎疫情創下在美爆發以
來的單日最高死亡人數，突破
2000 人，成為全球首例，也讓
美國死亡總數達到 1 萬 8 千 777
人。有專家表示，美國每日的死
亡人數很可能達到高峰。

美國之音引述 CNN 報導，
白宮目前依賴的評估新冠肺炎疫
情高峰的模擬圖表的製作專家表
示，儘管每個州的疫情高峰期可
能會有所不同，不過在全國層面
，看來已經非常接近高峰。

儘管美國目前採取的保持社
交距離政策產生了非常積極的效
果，但白宮新冠病毒疫情特別小
組協調人伯克斯醫生星期五表示
，美國在病例數目上還沒有達到
高峰。她敦促美國人繼續嚴格保

持社交距離，確保病毒不再繼續
擴散。

此外，白宮新冠病毒疫情特
別小組首席衛生專家、美國國家
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表
示，聯邦政府在考慮向對新冠病
毒有免疫力的美國人發放免疫卡
，以此幫助辨別出那些已經具有
病毒抗體的人，一旦未來幾個星
期政府宣布經濟重新開放計畫後
便可以重返工作。美國近期將推
出大規模檢測新冠病毒抗體的測
試方法。

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簡報會
上表示，星期二將宣布成立一個
重開經濟委員會，邀請跨黨派的
政界、商界及其他人士參與，向
白宮提出何時及如何重開經濟和
幫助經濟復興的重大決策建議。

疫情接近高峰疫情接近高峰 白宮考慮重開經濟決策白宮考慮重開經濟決策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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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疫情之變化尚在不穩定之情形下，
川普總統宣稱他將在近期內決定是否在五月
一日開放美國，拯救衰落之經濟。

我們目前面臨大批失業人口及大小企業
之關閉，儘管聯邦政府巨額撥款試圖給予企
業優厚補助，但是由于手續繁雜人手不足，
這些資助恐已無濟於事，多半的中小企業將
無法逃過倒閉之命運。

白宮當局正有兩股不同之勢力在角逐，
一派是醫療團隊請總統不要操之過急，恐怕
在疫情未能管控之前就開放，後果堪慮；但
另一派以厙德洛為首之经济顧問們却主張我

們一定要盡快開門，他更主張美國政府將支
付所有搬廠費用，希望所有美國企業搬離中
國大陸，這也是諸多華府政坛人士仍然認為
中國要為疫情負責，日本政府也同時宣佈希
望日商撒出中國搬往東南亞。

這場疫情顯然已經搖動了世界政治经济
之格局我們都處於暴風圈內，不可不慎。

今晨打開窗簾，陽光溫暖依舊，院子的
花卉已在春意中綻放， 各位兄弟姐妹們，大
家繼續保重身體，讓我們繼續抓緊寶貴的每
一天。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44//1111//20202020

While the growth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still uncertain, President
Trump has announced he might open
America for business in the near future.

The White House will announce an
economic team on Tuesday to ascertain
the situation ASAP.

Today our nation faces an unprecedented
number of job losses while most
businesses are shut down, even thoug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appropriated 3
trillion dollars to rescue them. But most
businesses are still waiting for answers. If
the money can’t make it to their hands
soon, most small businesses will be closed
for good.

Right now there are two factions in the
White House-- one of them is lead by a
medical team which insists that we let the

pandemic calm down before we open the
country back up. The other faction is a very
pro-business group. They want business
to open as soon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rescue the collapsing economy. They also
want all American companies to move out
of China.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subsidize all moving expense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s also doing the
same thing.

This pandemic will definitely change how
the world will be viewed in the future and
will permanently alter the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This morning when I opened my window,
the spring time sunshine still came in. The
flowers are still blooming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Please keep yourselves in
good health. We want to catch every
beautiful day in our lives.

The President Is In A DilemmaThe President Is In A Dilemma總統面臨兩難抉擇總統面臨兩難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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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在疫情影響下，意
大利貧窮民眾收入銳減，買不到食
物，生活愈加艱難。有報導稱意大
利的黑手黨在這一非常時期站了出
來，開始向平窮民眾分發食物、提
供無息貸款。意大利當局卻立即批
評稱他們“居心不良”，做好事是
為了在疫情結束後得到更多好處。

意大利犯罪劇集電視連續劇
《格莫拉》編劇、反黑手黨作家羅
伯特.薩維亞諾警告稱：黑幫正在向
最貧窮的意大利人分發食品雜貨，
以確保危機結束後得到好處，他們
還準備收購陷入困境的企業。

羅伯特是研究黑手黨組織的專
家，在編劇的電視劇上映後接受了

警方保護。他說：“在意大利南部
地區，根據黑手黨首領的要求，放
貸者已經取消了債務利息，目的是
什麼？總不會是善心大發吧，有可
能是為了選舉投票，也可能是為了
換取一些利益”。

羅伯特的擔憂得到了反黑手黨
調查人員和政界人士的讚同，卡坦
扎羅檢察官辦公室負責人尼古拉.格
拉特里就表示“商店、咖啡店、餐
館和酒吧都關門了，有數百萬意大
利人在灰色經濟中工作，這意味著
他們沒有收入，一個多月來沒有錢
養活自己。如果政府不盡快介入幫
助這些家庭，黑手黨就會提供服務
，控制人們的生活”。

教皇方濟各在4月8日猛烈抨擊
黑手黨和高利貸者，抨擊他們利用
疫情迅速牟利。一名檢察官表示，
分發食物的策略是黑手黨經常使用
的一種手段，他們免費提供食物，
作為一種確保以後支持他們犯罪計
劃的手段。

意大利政府最高反黑手黨調查
員朱塞佩.戈瓦萊表示，在危機帶來
的經濟影響之後，黑手黨將“把威
脅轉化為機會”。黑手黨已經在認
真規劃何時開始重建經濟，他們將
尋找體制中的漏洞，會有大量現金
流入，成立新的公司、假公司，我
們必須時刻警惕。

（綜合報導）日本共同社報導稱，跨黨派議員聯盟“大家一起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決定
，在靖國神社21至22日的春季例行大祭期間不進行集體參拜。

4月11日，消息人士透露，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日本支持參拜靖國神社的跨黨派議員聯盟
決定不在春季進行集體參拜。

據日本共同社11日報導，“大家一起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決定，在靖國神社21至22日的
春季例行大祭期間不進行集體參拜。

據新華社2019年4月21日報導，當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以“內閣總理大臣”的名義，向靖
國神社供奉名為“真榊”的祭品。

在此之前，安倍曾於2013年12月參拜靖國神社，此後未再參拜，但每年會在春秋例行大祭期
間供奉祭品，在“8•15”日本戰敗日以“自民黨總裁”名義供奉“玉串料”（祭祀費）。
新華社報導指出，長期以來，一些日本政客、國會議員參拜靖國神社，導致日本與中國、韓國等
亞洲國家關係緊張。靖國神社供奉著對侵略戰爭負有直接責任的二戰甲級戰犯，中方堅決反對日
本政要的錯誤做法，也敦促日方切實正視和深刻反省侵略歷史，同軍國主義劃清界限，以實際行
動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

據Worldmeters網站統計，截至格林威治標準時間4月11日上午8時34分，日本累計發現6005
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其中99例死亡。

意大利黑手黨向窮人分發食物意大利黑手黨向窮人分發食物
遭當局怒批遭當局怒批““居心不良居心不良””

受疫情影響,日本議員聯盟今年春天不參拜靖國神社

（綜合報導）近日，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
暴增，吸引了世界大多數目光。而部分發展中國家防疫現狀或許
被人忽視了，他們的情況又是如何？

人口破億的菲律賓：每千人0.04次新冠肺炎檢測
檢測率在此次全球疫情防控中至關重要。韓國的大範圍快速

檢測就備受好評，數據顯示，該國每千人檢測九次，從累計確診
病例數曲線看，該國的疫情得到較好的控制。

從世界範圍看，據Our World in Data的39個國家數據顯示
，截至4月8日，冰島的檢測率最高，達到每千人90.16次檢測。
美國的總檢測次數最多，累計超過200萬次，但由於美國人口眾
多，每千人僅6.6次檢測。此外，德國、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國家
的檢測率都相對較高。

而在人口眾多且密度大的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
發展中國家，累計檢測次數則較少。在39個國家中，人口破億

的菲律賓累計每千人檢測次數最少，僅0.04次；人口超2.6億的
印度尼西亞也僅有0.05次。

檢測率、確診病例數低：或有大量感染患者未被發現
上述檢測率低的國家確診病例數也並不高。據約翰•霍普金

斯大學的疫情數據顯示，截至4月10日上午12點，相比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數暴增的美國、意大利等國家，13億人口大國印度現
在僅有6771名確診患者；人口超2.6億的印尼有3293名確診患者
。

據悉，當地時間（3月25日），印度開始實行為期21天的全
國范圍的防疫封閉措施，包括暫停所有非必要的商業活動、禁止
大多數公開聚會、關閉學校等。該措施公佈後，多地農民工千里
跋涉回家，這也引發了人群聚集現象，增加了感染可能性。為此
，印度較少的確診患者數量引發了不少擔憂。

這或與國家的經濟、醫療等能力有關。數據顯示，確診病例

數和檢測率較多的國家人均GDP較高，多為發達國家，能更快
速和大範圍地找出感染患者。而對中、低人均GDP國家來說，
檢測能力則不太理想。

可見，部分國家公佈的確診病例數和死亡人數等數據並沒有
反映真實的疫情災難。據路透社報導，印尼首都雅加達公園與墓
地部門數據顯示，今年三月雅加達共舉辦了 4400 次葬禮，比
2018年一月以來的任一月份葬禮次數都要多出40%。這意味著，
今年三月，雅加達至少多出了1200次葬禮。

數據說明：據The World in Data，不同國家公佈的新冠肺炎
檢測次數數據標準不同。這主要是因為同一個人可能會被多次檢
測。有的國家是按照人數計算，有的是按照所有檢測次數計算。
在圖二中標記有“*”的國家的檢測標準不明確。

疫情中發展中國家：菲律賓、印尼每千人不到0.1次新冠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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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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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法國“封城”期間發生持刀襲擊事件
已致2人死亡7人受傷

綜合報導 法國東南部壹城鎮當地時間4日發生持刀襲擊事件，目前

已經造成2人死亡，7人受傷。事件發生於法國因新冠肺炎疫情“封城”

期間，因而受到外界關註。

事件發生於當地時間4日上午11時左右，事發地點是法國東南部德

龍省城鎮伊澤爾河畔羅芒。嫌犯在城鎮裏持刀行兇，捅傷多人。

根據當地警方的初步報告，這起持刀行兇事件已經造成2人死亡，7

人受傷，其中3人重傷，壹人傷情危殆。現場照片顯示，事發地是壹處

狹窄街道，多輛警車和救援車輛停在街道中央，周圍區域已被封鎖。

事件中的死傷者身份目前尚未公布。目前尚不清楚嫌犯的行兇動機，特別

是不清楚事件是否有恐怖主義因素。當地檢方表示仍在密切關註事件進展。

制造襲擊事件的嫌犯被警方當場逮捕，他已接受了警方的初步訊問

。法國BFM電視臺報道說，嫌犯自稱是蘇丹國籍，生於1987年，他身

上並沒有攜帶任何身份證明。

法新社等媒體的報道說，嫌犯是在壹家食品店外向排隊購買食品的

民眾進行襲擊的。有目擊者稱，事件過程非常快，聽到嫌犯在喊極端主

義口號。有遇襲者受傷後求救，警方隨後趕來救援。

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法國目前采取“封城”等壹系列管制措施，

民眾的出行受到嚴格限制，只能在購買生活必需品等時候才能出門。

由於仍在營業的店鋪很有限，民眾購買物品通常需要排隊。

法國內政部長卡斯塔內形容這起事件是“醜惡”行徑，他向受害者

及其家屬表示慰問，並確認相關調查已經啟動。

南非總統：“封鎖令”保護人民生命利益

計劃延長時長
綜合報導 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在視察完位於約堡蘭德地區的國家水務

指揮中心後發表講話。他表示，南非政府正在評估此次“封鎖令”的有

效性，並計劃延長封鎖時間。

截至目前，南非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達到1749例，死亡病例為13

個。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南非政府已經於3月27日零時起實施全國範

圍內的“封鎖令”。此後，南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增長速度呈放緩態勢。

針對外界猜測的“南非政府將把‘封鎖令’延長至三周以上”，拉

馬福薩回應稱，南非政府對於民眾在“封鎖令”期間的執行力基本表示

滿意，並認為“封鎖令”確實對保護人民生命利益起到了應有的作用。

他坦承，南非政府的確正在考慮適當延長“封鎖令”的時間，其長短將

視當前效果而定。

拉馬福薩表示，“封鎖令”是南非遏制新冠肺炎病毒傳播最有力有

效的舉措之壹，“如果沒有像現在這樣封鎖南非，我可以毫無疑問地說，

疫情感染率會比目前高得多。”他重申，南非政府將繼續堅持執行“封

鎖令”，每個南非公民務必遵守相關法規。

不過，壹旦延長“封鎖令”時間，南非本已陷入衰退的經濟狀況有

可能雪上加霜。此前，南非央行已經發出警告稱，今年南非經濟將萎縮

2%至4%，約有37萬人面臨失業。對此，拉馬福薩表示，南非政府清楚

地知道延長“封鎖令”將對經濟產生何種負面影響，南非政府將制定專

門性戰略，以使其遭受的損害降到最低，“挽救生命非常重要，因為生

命很寶貴。特別是南非人民的生命，對於南非至關重要。”他說。

科威特隔離者嫌五星酒店飯太油
網友反感

綜合報導 真難伺候！各國實施隔離

政策期間，“巨嬰現象”頻繁上演，從

科威特到澳大利亞和美國，不少人隔離

時住著五星級酒店、享受著免費服務，

卻仍牢騷滿腹，遭到國際輿論的廣泛反

感。

法新社報道稱，作為富庶的產油國

，科威特為歸國旅客提供了“貴賓”級

別的隔離服務，安排他們下榻在國內的

五星級酒店，卻仍收到形形色色的投訴

。過慣了極盡優越的生活，壹些有錢的

隔離者連壹絲壹毫的服務不周都無法忍

受。據報道，壹名女住客將投訴視頻發

到了網上，直接向國家財政大臣抱怨：

“親愛的財政大臣，這裏的食物寡淡無

味、難以下咽，所以我們把它們倒掉

了……他們提供的沙拉，連調料醬都沒

放！因為營養不足，我們感到精神萎靡

、身體不適。”另壹位女客抱怨葷食中

“脂肪含量超過我要求的標準”，還有

人指責客房服務不周，“擦個咖啡漬都

那麼慢吞吞”。

截至8日下午，科威特境內新冠肺

炎累計確診病例達855例，死亡1例。這

些奇葩的投訴令該國政界頗為反感，科

威特議員法德爾敦促隔離客“考慮壹下

大局”，他回應道：“妳們就不能耐心

點麼？我們有醫生已經3天沒合過眼了

。”有網友也認為投訴的女住客應心存

感激，在推特上回懟稱：“我和媽媽在

壹家醫院隔離了壹星期，只有面包和奶

酪吃，我們都沒抱怨”；還有人上傳了

欠發達國家民眾排隊取水時的場景。

澳大利亞最近也遭遇了這類“活祖

宗”。英國《每日郵報》稱，澳當局將

近期回國的旅客安置在悉尼和墨爾本洲

際酒店、瑞士酒店和諾富特酒店等星級

酒店，免費提供食宿、房間清理等多項

服務，得到的回饋卻是住客們的牢騷：

“不就是鍍了金的監獄嘛。”有壹名住

客陰陽怪氣地抱怨道：“（酒店）沒提

供勺子和碗，沒提供果汁，面包都涼了

……我想我已經被遺忘了。1605號（房

間號）囚犯匯報完畢。”有網友諷刺：

“停屍房舒服，要試試嗎？”

另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美

國有錢人的隔離雖然沒給政府“添

堵”，卻彰顯出該國社會的極端分化

。壹位私立醫療機構的負責人稱，近

期他每天都接到幾十個咨詢電話，回

應各類隔離相關的奇葩問題。其中，

這些有錢的主顧最關心的是選址：

“我們是待在漢普頓、阿斯彭，還是

棕櫚灘（均為美國度假勝地）？”還

有人的需求更為“高端”，要求協助

他們在自家安裝呼吸機、甚至打造“重

癥監護室”。

討論疫情過後如何重振經濟
歐盟財長通宵開會沒結果

歐盟27國財長舉行視頻會議，商討

在新冠肺炎疫情過後如何重振各國經濟

。這場會議壹直持續了16個小時，直到

8日上午各方仍然難以在經濟援助方案上

達成壹致。各國決定周四繼續磋商。

《歐洲時報》評論稱，歐盟國家政治人

士近日紛紛在其他國家報紙上發表公開

信，表示各國應團結抗疫，但涉及到實

質性問題時就寸步不讓，所謂“歐盟團

結”已成為紙上談兵。

意大利暗示或“同歸於盡”
據法新社報道，此次視頻會議從7

日下午2時30分左右，壹直持續到周三

早上，中間屢次休息並舉行雙邊協商。

各國代表希望達成壹個5000億歐元的計

劃，挽救疫情導致的經濟下滑，幫助成

員國在疫情後恢復經濟發展。不過在籌

資方式方面，各國分歧嚴重。葡萄牙財

長、歐元集團主席森特諾8日表示，經

過16個小時的討論，“我們接近於達成

協議，但還沒有達成”。

法廣等媒體稱，意大利和西班牙

等受疫情影響嚴重的國家，希望和富

國“共同舉債”，發行“新冠債券”

。這壹提議遭到德國和荷蘭等國的斷

然拒絕。德國等希望使用既有的工具

應對疫情造成的經濟沖擊，如歐洲穩

定機制（ESM）。意大利等國認為，

ESM不適用於目前的危機，因為從該

機制獲得貸款需要滿足附加條件。法

國支持意大利和西班牙，但是希望和

德國達成妥協。巴黎方面提出“重振

基金”或“團結基金”的設想，由成

員國共同舉債，但資金只用於醫療部

門和遭遇嚴重困難的行業。在8日稍晚

時候，法德表示它們已就使用紓困基

金的條款達成壹致，該基金的總規模

可能高達2400億歐元。

據報道，意大利和荷蘭是對立雙

方最強硬的國家。意大利聲稱本國經

濟已瀕臨死亡，只有“新冠債券”才

能讓它起死回生。意外長迪馬約在會

前曾表示，如果壹個國家崩潰，其他

所有國家也都會崩潰。《每日鏡報》

稱，他似乎是在說，如果歐盟其他國

家不救助意大利，那大家就將“同歸

於盡”。荷蘭因為將舉行大選，因此

該國首相和財政大臣表態也很強硬”

。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話稱，荷蘭

表示，如果其他國家不承諾做出改革

，荷蘭就不可能提供援助。

法德面臨“歷史性經濟衰退”
據報道，歐洲當天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已超過75萬例，死亡病例超過5.8萬例

。因為歐盟各國財長未能就經濟刺激計

劃達成壹致，歐洲股市星期三普遍下跌

，歐元兌美元和英鎊也下跌。歐盟最大

的兩個經濟體德國和法國正面臨壹場

“痛苦的經濟衰退”。

法國央行周三表示，該國經濟在第

壹季度收縮了6%，陷入衰退，這是自

1945年以來最糟糕的表現。每增加15天

的“封城”期限，對全年國內生產總值

（GDP）的影響將達到1.5個百分點。德

國經濟研究所等機構周三警告說，由於

疫情使德國陷入癱瘓，預計第二季度德

國經濟將萎縮近 10%，這壹數字是

2008-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的兩倍，是德

國1970年以來的最大降幅。

歐盟首席科學家憤而辭職
“大難當前，歐盟團結難上加難”

，《歐洲時報》8日感嘆道，無論是歐盟

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日前在意媒上公開

表達“歉意”，還是德國收治其他國家

危重患者，都顯得虛情假意。大難當前

，各國自身難保，經濟衰退風險增加，

加上右翼民粹勢力上升，要作出根本性

的利益讓步，恐難上加難。

由於對歐盟體系失去信心，歐洲

研究委員會主席費拉裏7日在英國《金

融時報》上發表辭職聲明，稱歐盟對

疫情的反應讓他極為不滿，最終在壹

場“內部政治動蕩”中，他與歐盟委

員會的關系已經破裂。他說：“我已

經看夠了歐盟的科研和政治運作，危

機只會揭露它的真面目。”德國新聞

電視臺稱，周二的會議失敗後，歐盟

的分歧遭到該國極右翼政黨的嘲笑。

歐盟在經濟援助方案上的分歧，將給

各國極右翼勢力更多力量，推動部分

國家“脫歐”。

澳警方調查人員登上““紅寶石公主紅寶石公主””號號

展開刑事調查
綜合報導 據警方

消息，8日夜間，身穿

防護服，戴著口罩的警

探已經登上“紅寶石公

主”號展開刑事調查。

警方表示有30多名警探

加入了行動。調查人員

將在未來幾天抓緊詢問

證人，尋找證據。警方

敦促了解情況的人盡快

與調查組聯系。新南威

爾士州警察局也已向新

西蘭警方了解情況，在

“紅寶石公主”號駛回

悉尼之前，曾在新西蘭

港口多次停靠。

8日早上，壹名62

歲的紅寶石公主號女性

遊客死亡，至此，“紅

寶石公主”號的遊客和

船員當中有15人因新冠

肺炎感染死亡，而確診

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數超

過600人。

3月19日，“紅寶

石公主”號在悉尼港停

泊，2700名乘客下船進

入這座擁有500萬人口

的城市，很多人隨後搭

乘飛機、火車返回分散

在澳大利亞各地的家中

。目前，“紅寶石公主

”號已成為澳大利亞新

冠肺炎暴發的主要傳染

源。上周日，新南威爾

士州警方發起了刑事調

查，以查清允許“紅寶

石公主”號靠港的災難

性決定是如何做出的，

以及由誰做出的。

“紅寶石公主”號

預計將在新南威爾士州

壹個港口短暫停留，對1

千多名船員進行醫學評

估。目前大約200名船上

工作人員出現了新冠肺

炎的癥狀，已有18名船

員病毒測試呈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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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受疫情影響，被譽為中

國外貿“晴雨表”的廣交會今年首次將在網上舉辦。中國商務部部

長助理任鴻斌10日在京介紹，這屆網上的廣交會將包括線上展示對

接平台、跨境電商專區、直播營銷服務三部分，打造10×24小時全天候線上外貿平台，提供網上推介、供

採對接、在線洽談等服務，讓中外客商足不出戶就能夠下訂單、做生意。

廣交會將試水直播帶貨
2.5萬參展商全部上線展示 6月中下旬全天候對接

粵102重點製造企全復工復產華大基因援沙特塞國
助建“火眼”實驗室

習近平：復工復產須牢牢守住安全生產底線

��(���

廣交會即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自
1957年創辦以來從未間斷，按慣

例，每年的春季廣交會於4月15日開幕。
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日前國務院常務會
議研究決定，第127屆廣交會將於6月中
下旬在網上舉辦。

設跨境電商綜試區
此屆網上廣交會以B2B為主，兼顧

部分B2C平台，推動2.5萬家廣交會參
展企業全部上線展示，分為出口展和進
口展。其中，出口展按照電子家電類、
日用消費品類、紡織服裝類、醫藥保健
類區分16大類商品，分別設置50個展
區；進口展將設置電子家電、建材五金
等6大題材，所有展品同時上線。

在設立跨境電商方面，將舉辦主題
為“同步廣交會、環球享商機”的活
動，在統一時間開展線上經營活動，主
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設立跨境電商綜
試區專題，宣傳各綜試區工作，推介一
批跨境電商品牌企業。二是擇優遴選一
批跨境電商平台，突出“企業對企業”
的貿易展特色。

每家參展商有獨立直播間
此屆廣交會最為特別的就是提供直播

營銷服務。任鴻斌表示，把連續舉辦60多
年120多屆的全球貿易盛會搬上雲端，既
是應對疫情的務實舉措，又是創新發展的
一項重大舉措。
商務部外貿司司長李興乾介紹，廣

交會將建立網上直播專欄與鏈接，為每
一家參展企業單獨設立10×24小時全天
候網上直播間。這個直播間不受時間和
空間的限制，企業既可以與客商在網上
進行單獨的面對面洽談，也可以通過網
絡直播同時面向大量的客商來進行宣傳
和推廣。

展前專題培訓展商
李興乾介紹，在展前，將對企業進

行專題培訓，提升企業直播銷售能力。
此外，平台還將提供回看點播、視頻上
傳、互動交流、分享等功能來豐富展會
的表現形式。“我們力爭舉辦一屆特殊
時期、特殊意義、特別舉措、特別精彩
的‘網上廣交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就安全
生產作出重要指示強調，當前，全國正在復工復
產，要加強安全生產監管，分區分類加強安全監
管執法，強化企業主體責任落實，牢牢守住安全
生產底線，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習近平指出，從2019年的情況看，全國安全
生產事故總量、較大事故和重特大事故實現“三
個繼續下降”，安全生產形勢進一步好轉，但風
險隱患仍然很多，這方面還有大量工作要做。

絕不能只重發展不顧安全
習近平強調，生命重於泰山。各級黨委和政

府務必把安全生產擺到重要位置，樹牢安全發展

理念，絕不能只重發展不顧安全，更不能將其視
作無關痛癢的事，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要針
對安全生產事故主要特點和突出問題，層層壓實
責任，狠抓整改落實，強化風險防控，從根本上
消除事故隱患，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發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
出批示指出，當前，全國正處於統籌推進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的關鍵時期，安全生產意
識和工作絲毫不能放鬆。各地區、各有關部門和
各單位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為指導，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
部署，樹牢安全發展理念，層層壓實責任，深入
排查各領域各環節安全生產隱患，全面開展安全
生產專項整治三年行動，堅持系統治理、精準施

策，扎實推進危險化學品、礦山、交通運輸、工
業園、城市建設、危險廢物等重點領域安全整
治，確保見到實效；加快建立健全安全生產責任
和管理制度體系、隱患排查治理和風險防控體
系，加強監管執法和安全服務，堅決遏制重特大
事故發生，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推動企業主體責任落實
全國安全生產電視電話會議10日在北京召

開，會議傳達學習了習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強批
示。會議通報了去年以來的安全生產情況，並就
統籌做好當前復工復產安全防範工作、扎實開展
全國安全生產專項整治三年行動作出部署。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安委會主任劉鶴，國務

委員、國務院安委會副主任王勇、趙克志出席。
會議要求，要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關於安全

生產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克強批示要求，嚴
格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制，抓實抓細復工復產安全
防範工作。要圍繞從根本上消除事故隱患，在全
國深入開展安全生產專項整治三年行動。要強化
組織領導，把解決問題、推動企業主體責任落實
作為整治的關鍵，進一步完善安全生產執法體
系，提升基礎保障能力，加強應急處置，扎實推
進安全生產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營造穩定的安全生產環境。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交通運輸部和天津、安

徽、廣東負責同志在會上作交流發言。此前，國
務院安委會召開全體會議，研究了有關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華大基因10日舉
行赴海外支持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隊伍出征儀式，14位剛在國內
新冠肺炎疫情戰“疫”中取得戰績的“戰士們”，即將分別遠
赴塞爾維亞和沙特阿拉伯，協助當地“火眼”實驗室的建設及
運營，為國際抗疫貢獻“中國經驗”和“中國技術”。

援外代表之一武漢“火眼”實驗室副主任吳昊剛從武漢
回到深圳，如今完成14天隔離後，再踏征程。他表示：“兩
個多月前，我們出發前往武漢，成為逆行者。16天前，我們
成功完成在武漢的檢測任務返深。今天，我們準備出征海
外，為其他國家抗疫貢獻力量。”
吳昊說，從深圳出發到沙特的這批同事中，有9人參與武

漢“火眼”實驗室的運作，積累了很多經驗。團隊基本都是年
輕人，大家充滿了熱情和具備專業精神。在異國抗擊疫情，難
免會面臨文化認知和對事情理解上的差異，同時，還要跟當地
人有足夠的溝通和交流，這些差異可能是執行援外任務過程中
的小困難。“但是相信我們都能夠應對，我們都是年輕人
嘛！”
“火眼”實驗室是華大基因針對新冠病毒試劑篩查檢

測，以及未來核酸檢測而推出的專業生物核酸實驗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廣州報道）
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新聞發言人陳岸明10
日在發佈會表示，復工復產2個月以來，廣東
102家重點製造業企業已全部復工復產，龍頭
企業省內外供應商已全部復工復產，全省規上
工業企業復工率達99%以上。
“廣東擁有40個大類工業行業，規上工

業企業超5萬家，我省13家進入世界500強企
業中有6家是製造業企業。”陳岸明說，疫情
發生以來，全省製造行業挑戰了一系列的“不
可能”。廣東口罩生產企業從1月底的2家增
加到目前的600多家，日產量從不足10萬隻提
升到6,000多萬隻；醫用防護服生產企業從1
家增加到44家，日產量約13萬件，實現了
“紅區”醫用防護服、醫用防護口罩、兒童口
罩生產三個“零的突破”。

不過，他也指出，廣東製造業仍然存在
許多短板和不足，比如關鍵核心技術不足，產
業組織化程度不高，產業佈局不合理，產科、
產教融合還有較大空間。為此，他透露廣東新
印發了《關於推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

（以下簡稱“製造業19條”），這將是未來
廣東製造業發展的方向。

目標2025年成全球製造業核心區
“製造業19條”的目標，是廣東在2025

年成為全球製造業核心區和主陣地，全省製造
業增加值佔GDP比重保持在30%以上。文件
提出，將依託廣州南沙、深圳前海和珠海橫琴
等平台，探索利用港澳低成本資金支持廣東省
製造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在用地方面，陳岸明

說，廣東會劃定工業用地保護紅線和產業保護
區塊，省政府會對3,000畝以上的連片收儲工
業用地給予獎勵。
對於內地製造業面臨供應鏈卡殼、商品

出口難等問題，廣東省科技廳副廳長楊軍表
示，將深入相關行業的龍頭企業進行調研摸
查，進一步了解真正“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
難題。他說，廣東將向全國含港澳地區組織申
報科研項目。據統計，已立項項目中，有74%
是來自包含港澳地區在內的省外單位。

■廣東一家恢復
生產的企業車
間。

香港文匯報
記者盧靜怡攝

■■受疫情影響受疫情影響，，今年第今年第127127屆廣交會將首次在網上舉屆廣交會將首次在網上舉
辦辦。。圖為去年圖為去年1010月第月第126126屆廣交會開幕屆廣交會開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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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約翰遜六日晚因病情惡
化，被轉入重症監護室(ICU)治療。
英國首相府發言人說，目前約翰遜意
識清晰，將他轉移到重症監護室.,只
是預防性措施。外交大臣拉布表示，
政府的工作將繼續進行。

約翰遜被轉移到重症監護室 之
前，已安排英國外交大臣拉布代表他
處理有關事務。在約翰遜入院後，拉
布在採訪中表示：“首相已經要我在
必要時候代理其工作，繼續執行政府
的抗疫工作。”在被問到人們是否需
要為此擔心時，拉布說道：“政府工
作會繼續進行，首相也會得到優秀團
隊的照顧。政府將會按照首相的計劃
繼續執行工作，帶領國家戰勝新冠病
毒。”

現年五十五歲的約翰遜三月底宣
佈其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在首
相府自我隔離十天後，約翰遜的新冠
肺炎症狀未見好轉，於當地時間四月
五日應醫生建議進入倫敦聖托馬斯醫

院 接 受
治 療 。
六 日 早
晨 ， 約

翰遜曾發推特稱他“精神狀態良好”
。但六日晚，約翰遜被轉移到重症監
護病房。

報道稱，約翰遜在隔離期間, 一
直強調自己情況良好，連日工作, 不
願入院。不過，在不情願之下, 他最
終還是聽從醫生指示入院。來自醫院
方面的消息人士稱，約翰遜目前沒有
進行氣管插管治療，而他在重症監護
中的吸氧量需求為四升，低於其他新
冠肺炎重症患者所需的正常量十五升
，這也意味着他目前的症狀, 要好於
一般的重症患者。他在轉入重症監護
病房後, 病情尚未出現變化，目前需
要吸氧來緩解呼吸困難。

聖托馬斯醫院的重症病房有治療
新冠肺炎患者的經驗。在極端嚴重的
情況下，可以使用體外膜肺氧合（即
ECMO，俗稱“葉克膜”或“人工肺
”）的生命支持機器，該機器可以代
替心臟和肺部的某些功能，全英國的
葉克膜機器並不多。

據英國衛生部六日發佈的新冠疫

情數字，英國累計確診病例升至五萬
一千六百○八例，與前天相比增加三
千八百○二例，死亡病例升至五千三
百七十三例然則約翰遜被轉入ICU意
味甚麼？ 他之所以被轉入重症監護室
， 是以防他需要呼吸機治療。

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數據，在新
冠肺炎患者中，約百分之十五病情嚴
重，需要在醫院接受氧氣治療；其中
百分之五需要轉入重症監護室，在那
裡他們可以接受呼吸機治療。

據《衛報》介紹，使用呼吸機治
療的患者, 都需要注射鎮靜劑，儘管
他們並不會昏迷。需要將一根管子插
入患者的氣管中，以便將機器中的空
氣和氧氣, 注入患者的肺部。在英國
，百分之六十三進入ICU的新冠肺炎
患者, 在前廿四小時內, 就會接受呼吸
機治療。在更嚴重的情況下，患者還
需要使用ECMO機器（體外膜肺氧合
）。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醫學影像教授
希爾稱，“很顯然，首相入院是因為
他出現呼吸問題。看上去，他最開始
接受氧氣治療，且是清醒的。但和很
多新冠肺炎患者一樣，他的病情已惡
化，所以被轉入ICU。”

在英國首相約翰遜因新冠肺炎病
情惡化要入住重症監護室之後，美國
總統特朗普六日表示，他可能會再接
受新冠病毒檢測。此前他曾兩度接受
檢測，均呈陰性。現今英相病重, 特
朗普也慌亂起來了.

特朗普表示，“我要向我的一位
非常好的朋友，約翰遜首相，致以最
好的祝願。他表示，六日早些時候與
一些製藥公司就新冠病毒患者的治療
方法舉行一次電話會議。 “我已請了
兩家主要公司……我已請他們馬上與
倫敦聯繫。” “當你被帶到加護病房
，那代表非常、非常嚴重。”

在21世紀的今天，人類如此的不
幸，不分貧富貴賤不得不面對一場全
球性的瘟疫。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
不發達國家，在這場瘟疫面前，都無
處躲藏。現代的醫學，對這場瘟疫束
手無策，再頂級的醫療專家，談到治
療方案，除了嘗試各種雞尾酒療法，
更多的要依賴人體的免疫力。疫苗的
研發，看起來遠水不解近渴。居家隔
離、避免外出、社交距離，成了最後
沒有辦法的辦法。

人類一直標榜的科學，一下子傷
到了人類自己，這一傷的確不輕。科

學家們無法知道多少人會死去，更不
知道瘟疫何時會褪去。夏天的太陽，
成了人們僅有的希望。所有人都期盼
，高溫最後可以挽救這一切，或者，
祈禱大自然以某種方式，幫人類驅趕
這萬惡的病毒。

此時此刻，各個政府均要大量舉
債，來支付國民不要去工作，人們短
暫享受了突如其來的假期，又很快陷
入了無期的茫然。兩個星期、一個月
、兩個月的等待中，美好的願望,正在
破滅，所有人都在問，這一切什麼時
候會是盡頭！

無名的恐懼，正在蔓延，國家元
首、百萬富翁、著名演員、知名媒體
人、體壇明星，還有更多身邊的普通
人，被看不見的病毒侵蝕，一些人便
與這個世界永別。

英國女王鼓勵民眾，“儘管我們
之前曾面臨挑戰，但這一次有所不同
。這次，我們與世界各國一道，利用
科學的巨大進步和我們的同情心來治
癒疾病。我們將會成功，成功將屬於
我們每一個人。雖然我們還要忍受更
多的痛苦，但美好的日子還會回來。
我們還會與朋友重逢，我們將與家人
團聚，我們是還會再相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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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揆病惡 引起全球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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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厚顏年薪加12萬的風波

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各國及
地區經濟大受影響，正當外國領袖先
後宣布帶頭減薪與市民共度時艱之時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與一眾司局長未
有響應，反而逆市加薪，林鄭今年度
的薪酬預算開支更高達五百二十一萬
元，較上年度增加十二萬元，平均月
薪逾四十三萬元。消息傳出，不論建
制派和民主派議員，在立法會財務委
員會特別會議上，直斥政府在抗疫不
力下卻要求加人工，炮轟林鄭月娥厚
面皮及荒謬，期間更有議員要求林鄭
應帶頭減薪三成。

根據特首辦公室回應的資料顯示
，林鄭於二○二○至二一年度的薪酬
預算，每月約四十三萬四千元，而於
一九至二○年度的薪酬預算，每月約
四十二萬四千元，即每月加薪一萬元
。至於司長方面，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今年度年薪為四百六十三萬元，較上

年度增加十萬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年薪為四百四十七萬元，亦較上年度
增加十萬元。至於被嘲為 「避政司司
長」、民望長期 「墊司底」的律政司
司長鄭若驊，年薪為四百三十二萬元
，較上年度增加九萬元。此外，十三
個政策局局長的年薪約為四百一十八
萬元，較上年度增加十萬元。

因應疫情肆虐，林鄭和所有政治
任命官員曾於二月底宣布，向慈善機
構捐出一個月薪金，但市民對此仍感
不滿，要求高官捐出更多款項，甚至
減薪與市民共度時艱，惟一眾高官無
動於衷，只稱若情況轉差，政府會適
時回應。屬於建制派的實政圓桌議員
田北辰在財委會特別會議上，要求林
鄭帶頭減薪三成。田指，疫情日漸嚴
重，社會期望特首減人工，又指今年
並非特首加薪的一年。田更怒斥指
「你呢個特首要加人工，荒天下之大

謬」，又稱 「咁嘅時勢點可能有任何
機構嘅管理層，厚得起面皮加人工呢
？

另一建制派議員、新民黨容海恩
亦要求政府帶頭減薪，認為現時情況
已差無可差，質疑政府指情況轉差的
意思，反問是否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最壞時候來臨）」，又
指新冠肺炎確診個案逾九百宗，外國

亦有不少官員減薪的例
子，認為政府帶頭減薪
是 「苦市民之苦，與市
民共度時艱」。
民主派議員亦怒斥林鄭

民望低但仍獲加薪，要求特首辦交代
加薪機制，又質疑為何林鄭在這個時
候仍可加薪，反問何謂共度時艱？形
容是 「真係笑大人個口」。議員鄺俊
宇批評，林鄭是全地球第二高薪的領
導人，認為她在逆市仍要求加人工是
逆向思考；更怒斥她為何如此厚面皮
收取薪酬，質疑到底香港的情況要差
到一個甚麼地步，林鄭才會帶頭減薪
。

面對多位議員的批評，特首辦公
室常任秘書長林雪麗死撐指，特首和
問責官員的薪酬是有既定機制，加薪
是於去年七月一日按既定機制，根據
消費物價指數而上調。至於會否再次
捐出薪酬，林則多次重複指，政府在
二月底決定捐出一個月人工，並會密
切留意疫情進展和市況，有需要時會
作出回應。

曾是問責班子一員的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前局長蘇錦樑亦罕有在社交平
台撰文炮轟林鄭等官員，質疑要在多
差的情況下才會回應凍薪或減薪，與
市民共度時艱。

蘇指，不同陣營的議員都不滿特
首在疫情下加薪，並引述特首辦公室
稱有既定機制處理特首薪酬，若情況
轉差會適當回應。蘇則反問 「現在情

況不夠差，還要再轉差才回應？」有
網民附和回應指 「你（蘇錦樑）都感
覺到有問題，何解當權者沒有這種意
識？

特首林鄭月娥去年度的薪金開支
為五百零九萬元，而二○至二一年度
的薪金預算開支為五百二十一萬元，
等於加薪十二萬元，平均月薪約四十
三萬元。根據資料顯示，林鄭薪酬遠
高於其他國家或地區領袖，並位列全
球國家或地區領導薪酬第二位。

美國傳媒曾於去年報道，根據一
八年四月的資料，比較全球各國家和
地區的領導人薪金，當中新加坡總理
李顯龍以年薪一百六十一萬美元（約
一千二百五十五萬港元）登上榜首，
年薪約是當地人均GDP的十八倍。香
港特首林鄭月娥以年薪五十七萬美元
（約四百四十四萬港元）居於第二位
；瑞士總統Ueli Maurer年收入為四十
八萬美元（約三百七十四萬港元）排
名第三位。

美國總統特朗普就以四十萬美元
（約三百一十二萬港元）年薪排在第
四位；澳洲總理莫里森則位於第五位
，為三十八萬美元（約二百九十六萬
港元）。其餘打入十大排名的均為歐
美和大洋洲國家的領導人，年薪由二
十八至三十七萬美元不等（約二百一
十八至二百八十八萬港元）。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發，多
國領袖均捐出薪金或減薪與民眾共度
時艱，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及菲律

賓等，當中新加坡高官早前更宣布由
原本減薪一個月 「加碼」至三個月，
惟港府一眾問責班子至今只捐出一個
月薪酬，而疫情下特首林鄭月娥不但
未有帶頭減薪，反而出現逆市加薪，
本年度其薪金預算開支達五百二十一
萬元。

新加坡政府率先於二月二十八日
宣布，總統及內閣官員減薪一個月，
與民眾共度時艱。同日，港府亦宣布
林鄭與所有政治任命官員及行政會議
非官守議員等，將捐出一個月薪酬予
香港公益金作慈善用途。

至三月二十六日，新加坡副總理
兼財政部長王瑞杰宣布減薪 「加碼」
，高官包括高級政治職務者如總統、
部長、國會議長及副議長等，將減薪
三個月，其他政府官員會按職級減薪
半個月至三個月。馬來西亞首相毛希
丁隨即亦宣布所有內閣成員一律減薪
兩個月，並將減出的薪金捐到新冠肺
炎救濟基金。

日前，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發言
人帕內爾羅亦表示，杜特爾特決定捐
出一個月工資，即四十萬菲律賓披索
（約六萬一千港元）。除杜特爾特外
，他與總統首席法律顧問辦公室的助
理秘書也會捐出百分之十薪酬。另大
部分內閣成員願意捐出百分之七十五
月薪抗疫，部分官員更願意減收工資
至十二月為止。南韓總理丁世均上月
底亦表示未來四個月部長級。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特朗普總統週四（4月9日）預測
經濟將出現“大反彈”，因為他認為美國經濟將從冠狀病毒大流
行所遭受的巨大打擊中迅速復蘇，儘管在過去三週內有1,680萬
美國人失業。

特朗普表示，在取締可能幫助陷入困境的航空業並幫助油價
回升的交易時，他有信心美國經濟不景氣將從採取的刺激措施中
恢復過來，因為現在的大流行已經有效地控制住了。

特朗普在白宮舉行的每日冠狀病毒特別工作組簡報會上說：
“經濟將會非常好。” “我認為我們將有一個很大的反彈……
我們將變得非常強大。”

自本週以來令人震驚的失業數字與特朗普誇張的講話並存。
在本週，有660萬美國人申請失業救濟。現在，這些數字意味著
在過去三周中，每十個工作的美國人中就有一個失去了工作。

這些數字共同構成了自1948年以來的記錄中最大、最快的
一連串失業。相比之下，在大蕭條期間，失業救濟人數上升到現
在這個數字需要44週（大約10個月）。

隨著全國各地企業的倒閉，就業市場正在迅速瓦解。在過去
的三周中，總共有1,680萬美國人申請了失業援助。失業救濟人
數激增，使全國各地的州失業辦事處不堪重負，預計還會有更多
裁員。

據信該病毒爆發已經使本季度美國經濟產出減少了近三分之

一， 48個州關閉了非必要業務。
一些世界頂級經濟學家並不認同總統對經濟復甦的樂觀看法

。他們說，有跡象表明，任何復蘇都無法與短短幾週內發生的經
濟崩潰的速度和嚴重程度相提並論。

“任何認為我們經濟速度反彈的人都沒有考慮消費者的感受
，他們將非常謹慎，” IHS Markit首席經濟學家納里曼·貝拉維什
（Nariman Behravesh）說。 “家庭和企業的財務狀況惡化了，
人們正在用信用卡購買食品雜貨。”

如果有一個亮點，那就是華爾街在美聯儲（Fed）啟動最新
的大舉努力通過冠狀病毒爆發來支持經濟之後，週四結束了45
年來最好的一周。

中央銀行宣布了一項計劃，向家庭、地方政府和企業提供高
達2.3萬億美元的貸款，因為該國指出了經濟學家所說的數十年
來最嚴重的衰退。這是美聯儲最新的史無前例的舉動，在投資者
被迫將現金從系統中撤出而使市場陷入困境之後，美聯儲急於確
保將現金流到需要它的經濟部分。

然而，股票市場不是經濟，週四的失業人數就清楚地表明了
這一點。儘管如此，投資者仍在繼續期待過去幾週內未來幾個月
甚至更長的經濟發展，在美聯儲和其他中央銀行承諾提供大量援
助之後，他們已經使市場上漲了近25％。甚至有證據表明，衰
退憂慮是有先見之明的。

本週，由於有跡象表明疫情可能在世界上受災最嚴重的幾個
地區達到頂峰或停滯，一些投資者已經開始期待經濟可能重新開
放。

保德信金融（Prudential Financial）首席市場策略師昆西·克
羅斯比（Quincy Krosby）表示：“市場只關注交易的數量。”
“問題是什麼時候可以取消限制？那就是市場所關注的，美國何
時又會開放商務？”

隨著經濟發展，特朗普還宣布，他和交通運輸部長趙小蘭正
在製定一項計劃，以幫助航空公司留住員工並挽救他們的業務
。 ”他說，與航空公司的討論應該在本週末開始。

自大流行爆發以來，航空旅行已降至數十年來的最低水平，
運輸安全管理局在周三僅對94,931人進行了檢查，與去年同期相
比下降了96％，連續第二天下降到100,000以下。

俄羅斯最近宣布與歐佩克達成協議，削減石油產量，以支持
全球價格。特朗普在結束與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和沙特
阿拉伯國王薩勒曼的電話後不久就開始了新聞發布會。

特朗普曾表示，日產量可能會削減多達1500萬桶，約佔全
球產量的15％，儘管專家表示這不太可能。取而代之的是，歐佩
克和俄羅斯在周四宣布，將石油日產量削減至1000萬桶，佔全
球供應量的10％。預計其他國家每天將減少500萬桶石油，以緩
解數十年來最大的石油危機。

儘管美國失業人數創新高儘管美國失業人數創新高，，特朗普誓言特朗普誓言
受冠狀病毒破壞的經濟將受冠狀病毒破壞的經濟將““反彈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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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業遇上打遊客 生意慘跌九成多

第一次到訪阿得位於油麻地的寶寧大廈6樓及
8樓賓館“薈棧”，與印象中的賓館形象不

一樣，阿得的賓館相當“揼本”，8個房間全部
裝修新簇、設備齊全，最難得是洗手間空間闊
落，一些細節位如冰箱汽水、萬用轉換拖板等亦
一應俱全，接近酒店水平。原來，阿得本是一位
城市規劃師，曾在港府和發展商任職，清楚人性
化設計的重要，除希望推廣香港之外，也希望在
高昂的酒店與低廉的賓館之中，讓旅客多一個選
擇。賓館位置就在油麻地鐵站旁，這樣一間房現
在日租多少錢？阿得無奈說：“現在300元(港元，
下同)吧。”

日租$800變$300
據阿得說，最好的時候，房間日租可以到

800元，這樣計算下來，現在價格足足便宜了六
成。阿得曾經想過把價錢再壓低，但一來營運成
本高，二來害怕會吸引到一些低質素的本地客
人，最近又多了一重擔心，如果本地客人連續租
十幾天，你並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借用單位作隔離
之用。“要隔離也可以，最怕是有人瞞報。”阿
得說。自去年下半年修例風波開始，旅客人數大
減，生意已一落千丈。阿得說：“現在到處價格都
很低，日租幾十元都聽過，早前有一間新開的五
星級酒店，日租只需700蚊，我有一個朋友工作
的酒店，只得10%入住率，好多酒店都正虧損，
最近連富豪酒店也已宣佈裁員。”行業面對同樣
的困境，阿得也顯得無能為力，只能祈禱情況趕

快好轉。
回想去年下半年社會動盪期間，阿得的賓館

正好位於油尖旺這個“風眼”，阿得指着窗下的
十字大街：“這裡之前就是掟催淚彈的地方，有
警察曾經舉槍，那邊曾經有人燒電箱，另一個房
間可以看到水炮車……”受頻繁的示威活動影
響，賓館生意即時下跌了一半。
“我們的客群主要是日本和台灣的商務客，

之前也儲下一批熟客，所以去年下半年的社會風
波，當專營內地客的賓館生意大跌時，我們雖然
也受影響，但還可以有一半入住率，但最近受疫
情影響，連這一半也消失，上月生意額只剩
5%。”

住客都是朋友或親戚介紹
訪問當天，賓館8個房間有2間是出租，聽

着好像還不錯？阿得苦笑：“現在入住的人士不
少是朋友，或朋友介紹，也有親戚朋友從外國回
來，住一至兩晚，或者是鄰居入住，租用作擺放
東西或休息等等。”
現在整間賓館只有阿得一人打理，負責接

待、清潔等等。阿得說：“環境好時有請兩個兼
職，現在已不再請了，反正沒有客人。”阿得更
自嘲說：“以前合作的洗衣店每日都會派人來賓
館拿走床單等，現在我們儲存一個星期才一袋，
換我自己拿過去給他們。”說得雲淡風輕，但可
見旅遊業蕭條的影響無遠弗屆，環環相扣下，對
香港經濟的影響不可謂不大。

如果說酒店業是近大半年來受到修

例風波衝擊最嚴重的行業，那麼賓館業

所受的衝擊肯定是雙倍。曾任職城市規

劃師及兼職各區文化導賞多年的阿得，

對香港有一種特別情意結，兩年前放棄

高薪在油麻地開設首間賓館，創業的其

中一個原意就是想讓旅客到港時，能夠

感受到香港的人情味，及向他們介紹更

多特色景點，不只是吃喝購物。他去年

4月在同一大廈再買一個單位擴充，誰

知 6月份即發生修例風波，更有連串遊

客被打事件。樓下油麻地地鐵站就是示

威重災區，社會風波加上疫情衝擊，生

意比正常時候大跌九成多，現時接待清

潔一腳踢。阿得苦笑：“捱住先，全行

都係咁，最多我出返嚟打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前些年做
賓館搵到食，尤其是自由行旺嗰陣，但家環境
不同了，大家都叫晒救命！”“現在夜夜硝煙無
晒、連旅客、時裝店、藥房都無晒。”旅遊業賓
館聯會主席劉功成，在賓館行業打滾近半個世
紀，是葉問第一代弟子，同時亦是名副其實的賓
館大亨，早年儲落的“磚頭”早已夠一生安枕無
憂，卻又抵不住行家求助，為業界正面對的困境
訴一訴苦。
劉功成縱橫賓館業40多年，旅遊旺區幾棟知

名商住大廈，重慶大廈、美麗都大廈等都有他的
身影。他1977年在重慶大廈開旅館時，尖沙咀連
“菠蘿包”太空館都未有，賺到第一桶金後，再
一間接一間地繼續擴充他的賓館王國，由70、80
年代風光歲月數起，高峰時期坐擁10多個單位做
賓館生意，其後更涉足旅行社等生意，好景時月
入數十萬港元。

入住率 由八成跌至兩成
而訪問當日，在劉功成名下其中一間賓館進

行，2,000多呎的地方，有多個空蕩的吉房，靜得
聽到對方呼吸聲，牆上掛着一塊以往用於記錄入
住人數的白板，上面只有幾個細細的交叉。“前
年暑假入住率有七、八成，去年暑假跌到只有
三、四成，去年11、12月更跌至只有兩成，之後
疫情(爆發)，過年前已不收新客，現時剩下只有8

個長租熟客。”
多個空蕩的吉房，床整整齊齊排列，床鋪無

一絲動過痕跡，由套房陽台望出去，放眼延綿3.6
公里的彌敦道，景色盡收眼底，令幾多港人夜夜
無眠的硝煙夜不再，旅客也不再。連尖沙咀一帶
時裝店，店門前兼賣防疫產品，而碩果僅存的藥
房，店內掛着滿滿“慘、結業”等字眼，剩下關
門大吉的店，門口斑駁的膠水痕，重疊着厚厚的
代理招租廣告。

倘失救一半賓館將倒閉
自去年下半年起，旅業酒店賓館生意凋零都

不是新鮮事，與其他賓館的經營者相比，劉功成
或是幸運的一群，因旗下賓館都是自置物業，而
且是在很早年以較低價錢買入。“我們好彩些唔
使租，可以唔使咁搏，其他要交租的（賓館），
無生意就執”，在收到不少行家求助下，劉功成
在2月中曾去信港府，要求港府退稅或提供其他
優惠措施，否則預期將有一半賓館將倒閉，不少
工人將失業。
劉功成以他經營公司為例，他指由1月疫情

擴大開始，旅行社生意受影響，至2月下半個月
近乎無生意，但亦要照出糧，因此3月起開始輪
更上班制，部分亦調至賓館上班，以免員工手停
口停。他無可奈何表示，“始終賓館收租金不
多，好難減價或送叉燒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
競文)而在停業這段時間，
劉功成坦言只能先為宣傳做
好準備，預期待多2至3個
月疫情好轉時，可即時做好
宣傳部分，吸引旅客來港，
不過首要港府加強對外宣
傳，同時期望港府可放寬旅
客簽證限制，增加旅客逗留
時間，因為逗留時間愈長，
旅客花費亦增加，助旅業起
死回生。
問到若疫情比預期中最

遲完結，會否考慮轉型，他
直言無此考慮，因為屆時
“做咩都唔掂”，亦無旅客
會來、本地客無生意時亦不
會租，可能會租予長租客，
若真係無生意或減省人手。
至於第二代接班人又有

何看法？劉功成的二公子劉
得泰認為，賓館生意經營前
景相當視乎香港旅遊業發
展，而現時他們賓館主要客
源是內地旅客，明言如果內
地旅客日後都不來香港，則
賓館有可能轉型，要租予長
租客或學生等，但他對賓館
業仍有信心，主因香港地少
人多，在住宿上仍有剛需。

疫
情
不
完
結
轉
型
都
無
用

住宿服務業主要統計數字

季度

2019第3季

2019第2季

2019第1季

2018第4季

■製表：記者馬翠媚

住宿服務業務
收益指數

86.3

108.6

123.3

135.7

按年變幅

↓19%

↓0.9%

↑9.79%

↑7.01%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賓館窗外的十字大街，就是掟催淚彈的地方，警
察曾舉槍、有人燒電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縱橫賓館業縱橫賓館業
4040多年的劉功多年的劉功
成形容成形容，，生意生意
由去年中開始由去年中開始
拾級向下拾級向下。。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攝攝

賓館大王：硝煙消散了 旅客也消失了

床鋪無痕 入住記錄留空

■曾經雄心壯志曾經雄心壯志、、計劃一年開一間賓館計劃一年開一間賓館
的阿得的阿得，，生意剛起步生意剛起步，，便連環遭重創便連環遭重創，，
想重操故業幫補想重操故業幫補，，但無奈炒剩自己變成但無奈炒剩自己變成
毫無退路毫無退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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