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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確診人數破美確診人數破100100萬萬 多州擬放寬限令多州擬放寬限令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來勢洶洶！全球累積確診

人數破306萬人，其中又以美國最為嚴重。據美國約
翰霍普金斯大學最新統計顯示，全美新冠肺炎確診總
數在28日突破100萬例大關，逾5.7萬人喪生。因疫
情延燒，美國許多肉品加工廠因疫情而關門，導致食
品供應中斷，川普將援引《國防生產法》確保肉品供
應。

新冠肺炎從亞洲到歐美，至今已長達3個多月！
美國確診病例數、死亡數皆是全球最高，占全球總確
診人數的1/3。然對於各國公布的死亡人數，據英國
媒體推估，全球確診、死亡數可能有被低估現象。

因應疫情，許多國家實施封城，目前部分歐洲國
家因確診數量遞減，已準備逐步解除封鎖措施；美國
部分州也將著手放寬限縮措施。

由於新冠疫情延燒，美國許多肉品加工廠因疫情
而關門，導致食品供應中斷。對此，美國總統川普援
引《國防生產法》，將簽署相關行政命令，確保在疫
情期間間，工廠仍能維持開放，肉品加工生產不致中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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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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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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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魯 冰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盧靜怡及中

新社報道，27日，北京、上海、廣東多

地寂靜了數月的校門外重新熱鬧起來，

地鐵和公交亦再次出現不少穿校服的年

輕身影。廣東187萬名初高三學生當日

返校復課，為了開學防疫兩不誤，不少

人返校前預先準備進門“三件套”：返

校前14天健康卡、健康碼和核酸檢測證

明。而上海的初高三學生，進入校門前

同樣要先過“四關”：佩戴口罩有序排

隊、手部消毒、通過消毒墊、檢測體

溫。北京約4.9萬名高三年級學生亦結束

“超長寒假”，在當天正式返校復課。

“歡迎高三學子回校！”廣州市第四中學門外
的電子顯示屏亮出溫馨的標語。在廣州中

學校門外的入口處，一台紅外線測溫儀自動給入校
學生量體溫。

往年開學時校門外熙熙攘攘十分熱鬧，如今
變成了人人前後相隔一米有序排隊的畫面。香港
文匯報記者看到，不少學生提前在家裡打印了健
康碼。遞交完紙質健康碼、接受完體溫檢測，部
分學校還需提供核酸檢測證明，學生才能進入校
門第一關。
清晨7時50分，在廣州金道中學舉行了第一場升

旗儀式。校園裡僅有一個班級到現場觀禮，人與人之
間的距離超過1.5米，其他同學則在教室觀看升旗禮
的直播、起立及唱國歌。為了避免集聚，高三初三的

班級都分為A、B班。原本初三共8個班，現在每個班
拆分為A、B班，且每班不超過25名學生。

宿舍逢進必查 每間僅住4人
在黃埔中大附屬外國語實驗中學，校長方勝

昔表示，學校實施小班化教學，無需拆分班級。
每間課室門口都配備額溫槍、免洗消毒洗手液、
學生晨午晚檢登記表。而宿舍區堅守“逢進必
查”原則，為避免學生扎堆，每個宿舍僅住四名
學生。此外，校內還設置了兩個“隔離室”，一
個觀察室，一個“臨時備用教室”、一個“臨時
備用宿舍”，以及一個心理健康室。每個試室內
都配足配齊防疫物品，專人專管的制度保障落實
責任到人。

不少學校花了不少心思準備開學第一課。復課
首日，北京市廣渠門中學舉辦了2020屆高三年級成
人禮作為高三學子們的開學第一課。而在廣州中學
初三7班的教室裡，班主任劉嘉亮老師組織了一堂
非常特別的班會課，學校專門邀請了廣州援助湖北
一線的醫療隊抗疫英雄做授課嘉賓。

增派警力 加強周邊交通疏導
在上海，校門外當天除了學生，還有民警、教

師都在現場，讓不少送孩子上學的家長感到放心。
據了解，上海市公安機關對接教委等部門，在全市
962所首批返校校園周邊道路進一步增派警力，加
強周邊道路交通排堵疏導工作，維護校園周邊治安
環境，保障返校開學工作有序開展。

■■北京北京、、上海上海、、廣東多地初高三學生廣東多地初高三學生2727日復課日復課。。圖為學生在教室進行升旗儀式圖為學生在教室進行升旗儀式。。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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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滬粵開學 畢業班飲頭湯
交健康卡健康碼核酸檢測證 實行小班化避集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上
海報道）“知道要復學，孩子昨天晚
上就很興奮了，自己把書包整理好，
今天早上很早就起床了。”家長吉小
姐說，自己的孩子今年正上初三，已
在家待了近100天，為開學也做足了
準備。“我們同住的家人都要首先在
學校的小程式中上傳隨申碼，並填報
體溫，學校還要求不同年級的學生錯
峰上學。”

學校設隔板保用餐安全
吉小姐發給香港文匯報記者一份

臨港第一中學的入學“家長書”，根
據學校規定，學生以及同住人士每天
需要自查體溫。學校也設置了“臨時
留觀室”，校外人員一律不准入校，
一旦發現學生體溫異常，將由專人帶
至臨時留觀室，具體情況將按照學校
防疫要求執行。

“孩子畢竟初三了，是關鍵的
一年，孩子也很希望去學校能夠有
更好的學習環境，而且現在情況穩
定，我們家長其實還是比較放心
的。”吉小姐表示，班主任也隨時
會在班級群中發送學生情況，比如
初三的學生們是有專門的行走通道
的，因為之後其他年級的學生就算
復學了，也可以讓學生們相互不干
擾。她同時透露，目前由於學校並
沒有全部復學，自己孩子所在年級
的學生可在食堂吃飯，但需自帶湯
匙和筷子，而待五一後，初三年級
將獨立在教室中用餐。“可以有效
減少孩子集聚，加強安全。”
另有上海台商子弟學校的家長表

示，學校在公共場所設置了隔板等
物，保障了獨立空間，“例如在飯堂
設立了多個洗手台，以及玻璃隔板，
讓孩子們用餐的同時保障安全。”

上
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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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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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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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有學校為開學的學生準備了一堂有有學校為開學的學生準備了一堂有
關新冠肺炎知識的宣傳課關新冠肺炎知識的宣傳課。。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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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魯 冰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下，首季金融市場大幅波動，美

股首季勁跌23.2%，港股亦跌16.2%，令向以保守著

稱、包括外匯基金在內的很多主權基金，回報也“見

紅”。香港金管局副總裁兼外匯基金投資辦公室行政總

裁李達志，27日在網誌預告下月初公佈的外匯基金首

季業績料轉虧。他指外匯基金投資雖以債券為主、股票

及另類投資為輔，但環球股市大跌下，首季難免虧損。

外匯基金預告首季業績見紅
研改資產配置抗逆 減非美元貨幣增基建投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金融市場常用“黑天鵝”來形容難以預見、但有重大
影響的事件。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黑天

鵝”來了。他27日稱，今年農曆年前，正值中美簽署首
階段貿易協議，加上全球經濟回穩，市場氣氛原本已向
好。但不久後，新冠肺炎便開始席捲全球，並演變成全
球大流行，環球股市進入“熊市”。為防止病毒蔓延，
全球各地採取強力防疫措施，很多生產和消費活動接近
停擺。他指，雖然各國政府推出了一連串的貨幣政策和
財政措施，但預計疫情仍將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大打擊。
他提到，除疫情打擊外，俄羅斯與沙特爆發石油

價格戰，同樣令市場氣氛急劇轉壞，環球股市大幅調
整。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和金融市場的劇烈震盪，不
少機構或個人投資者的回報，在首季都錄得雙位數的
損失。即使在強積金中，股票比重較低的保守混合型
基金，普遍亦錄得近6%的虧損。從外匯基金的投資管
理角度而言，未來一段時間會充滿挑戰。不過，他強
調，外匯基金是長期投資，不應以單一季度數字來衡

量外匯基金投資表現。

環球經濟續弱料拖累表現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剛將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

大幅下調至收縮3%，為自90年前全球經濟大蕭條以
來最壞的情況。李達志指，外匯基金在未來一段時間
將充滿挑戰。原因之一是各地央行及政府，通過貨幣
及財政政策來避免企業大規模倒閉，但貨幣和財政措
施對根本地解決這次危機的作用很有限，全球經濟何
時能復甦是未知數。由於預料環球經濟會繼續疲弱、
企業面對重重困難，可能會再引起金融市場震盪，進
一步影響外匯基金投資表現。
第二個原因是美國的量寬重臨，也將削弱外匯基

金債券投資分散風險的作用。由於外匯基金需極高的
流動性，來維持香港的貨幣及金融穩定，美債是基金
主要的投資工具。一般而言，在市況動盪時會出現
“股落債上”的情況，所以債券亦有分散風險、加強

投資組合抗跌力的作用。
但聯儲局大幅減息、重推量寬後，美國國債收益

率已跌至極低水平，未來的利息收入不容樂觀。李達
志相信，未來“股落債上”的幅度會大不如前，一定
程度上，會影響外匯基金的抗跌能力。

重點眼“防禦性+流動性”
他指出，面對非常時期，外匯基金會主力集中在

防禦性及流動性兩方面去考量。例如減少非美元的貨
幣配置，減少在美元強勢下出現的匯兌減值。
他又指，此外，亦通過加大“長期增長組合”下

的另類投資(例如基建投資)，進一步減低外匯基金內，
不同投資的回報相連性，更有效地達到分散風險的效
果。另外，也會提高資產組合的流動性，確保外匯基
金能在短時間內將資產變現，提供資金維持香港貨幣
及金融穩定，以及配合政府提取財政儲備存款，以應
付疫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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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指面對非常時期，外匯基金會主力集中在防禦性及流動性兩方面考量。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瑞幸咖啡
27日在其官方微博表示，目
前正在積極配合市場監管部
門對公司經營情況相關工作
的了解，公司及門店運營正
常。27日稍早時有消息指，
中證監已進駐瑞幸多日，工
商及公安部門已進駐公司總
部。有消息指部分供應商已
取消與其合作。
中證監4月3日發文表示

高度關注瑞幸財務造假事件，
對該公司財務造假行為表示強
烈的譴責，稱不管在何地上
市，上市公司都應當嚴格遵守
相關市場的法律和規則，將按
照國際證券監管合作的有關安
排，依法對相關情況進行核
查。

嚴打瑞幸或為探索“長臂管轄”
中國法律界人士指出，根

據今年3月1日出台的新修訂
《證券法》第二條第四款規
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
的證券發行和交易活動，擾亂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市場秩
序，損害境內投資者合法權益
的，依照本法有關規定處理並
追究法律責任。”

據此，存在上述情形的境
外上市公司，中國法律也有管
轄權。在新法律公佈之後，證
監會此次態度非常積極，也是
希望找一個目標進行嚴厲打
擊，來增加投資者的信心。同
時，對於未來可能出現的長臂
管轄，瑞幸也是一個很好的探
索機會。

憧憬兩會A股三大股指齊漲
滬深股市27日則收高，因

數據顯示新冠肺炎新增確診病
例下降，且投資者還等待兩會
時間安排，寄望政府出台進一
步刺激措施來緩衝疫情對經濟
的衝擊。滬指收升 0.25%報
2,815點；漲6點或0.25%；深
成指收報10,452點，漲28點或
0.28%；創業板指漲0.74%至
2,018點。兩市成交有所萎縮，
總量降至5,600億元人民幣以
下。

瑞
幸
：
配
合
核
查
運
營
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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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烏吉兩國抗疫現
“積極趨勢”或迎來“拐點”

綜合報導 中亞國家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自3月中暴發新冠

肺炎疫情以來，已抗疫月余，現已呈現出“積極趨勢”。有觀點認為，

兩國近日或將迎來“拐點”。

烏茲別克斯坦衛生部通報稱，此前壹天該國境內新冠肺炎治愈病

例為96例，新增確診病例為51例，新增治愈病例首次超過新增確診病

例。

烏疫情防控指揮部專家奧基羅夫就此指出，如果這壹趨勢持續4至5天，

可以認定，疫情已被完全控制。他還表示，烏目前擁有充足的醫療物資，

醫療部門已做好準備應對“疫情未來發展可能出現的各種情形”。

就確診人數而言，烏茲別克斯坦現為中亞地區疫情第二嚴重的

國家。截至22日發稿，據烏衛生部通報，該國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

1692例，治愈424例，死亡7例。

另壹中亞國家吉爾吉斯斯坦也同樣發布了“好消息”。吉衛生部副

部長烏謝恩巴耶夫22日在新聞發布會上通報稱，目前吉國內出現了新增

病例低於治愈病例的積極趨勢。他此前曾表示，疫情將在本周達到頂峰

，此後確診人數將保持穩定並逐漸下降。

據吉衛生部數據，截至當地時間22日10時，吉境內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較前壹日增加22例，累計確診612例，治愈254例，死亡7例。在新

增病例中，10例為醫護人員，吉感染新冠病毒的醫護人員總數達到了

157人。

目前，在中亞五國中，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官方表示尚無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報道。暴發疫情的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

斯坦三國現有兩國出現“積極趨勢”。

接受補助引質疑
哈佛大學放棄870萬美元政府援助金

綜合報導 哈佛大學宣布，將拒絕

美國聯邦政府提供的870萬美元新冠病

毒救助資金。壹天前，美國總統特朗

普稱哈佛大學所獲捐贈充裕，不該獲得

補助。

美國國會為應對新冠病毒大流行及

隨之而來的經濟危機，通過規模達2.2萬

億美元的紓困法案，其中140億美元撥

給全國高等院校。各校依規模及弱勢學

生人數，可獲金額不同的援助金。

特朗普表示，哈佛大學不該獲得

援助，這番言論引發爭議。據報道

，哈佛擁有將近 410 億美元的捐贈資

金。

美國教育部長戴弗斯的聲明給

哈佛帶來更大壓力。她說：“有龐

大捐贈資金的學校不應申請補助，

好讓更多最需要援助的學生受惠。

還有壹點也很重要的是，國會要修

訂法案，確保納稅人的錢不會流入

富有的精英機構。”

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霍利(Josh Haw-

ley)隨後表示，他

將立法阻止資產超

過100億美元的院

校領取援助金。根

據他的提案，這些

學校只有在把自己

的壹大部分錢，相

當於聯邦撥款的10

倍，用於直接資助

學生之後，才能獲

得聯邦援助。

在 美 國 ， 資

產符合上述標準，可能受到這項提案

影響的學校約有12所。

教育援助金的目的是幫助因新冠病

毒大流行而面臨經濟損失的大學和學生

。如果大學接受了這筆資金，他們必須

至少拿出壹半資金直接用於資助學生。

超過300所大學獲得了比哈佛大學

更多的補助金，其中壹些還躋身美國最

富有的大學之列。南加州大學2019年獲

得了 57億美元的捐款，但卻得到了近

2000萬美元的撥款。擁有110億美元捐

贈資金的哥倫比亞大學獲得了近1300萬

美元的撥款。

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耶魯

大學采取了與哈佛大學類似的行動，它

們表示，由於對富裕大學的審查越來越

嚴格，將拒絕接受數百萬美元的聯邦資

金。特朗普22日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感

謝了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稱他很高

興這些學校拒絕了資助。

拉美出口面臨萎縮 中拉貿易仍有韌勁

綜合報導 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經濟委員會(拉加經委會)日前預計，拉

美和加勒比地區2020年出口將下滑15%

。從各國公布的壹季度出口數據來看，

拉美出口形勢不容樂觀，對華貿易也有

所下滑。

專家認為，盡管中拉貿易因新冠疫

情出現萎縮，但中拉經濟互補性強，雙

方貿易關系長期來看依然向好。

拉美為防疫采取限制措施和外部需

求減少是拉美貿易出現下滑的主要原因

，其中以農產品和大宗商品出口下滑最

為嚴重。

阿根廷的強制性隔離政策對出口

造成嚴重影響。以占據阿根廷外貿約

半數的農產品出口為例，政府采取的

隔離措施讓農業部門生產活動放緩，

工廠和港口都采取限制措施導致人員

減少，海關、質檢、銀行等機構效率

受到影響，因為對交通的嚴格審查使

物流速度變慢，這些因素疊加導致阿

根廷出口下滑。

智利外交部主管國際經濟事務的副

部長羅德裏戈· 亞涅斯說，疫情出現之前

，智利外貿已經受到貿易摩擦和國內社

會動蕩的雙重影響。今年以來，國際市

場大宗商品價格跳水，新興市場國家貨

幣兌美元匯率也出現大幅波動。

亞涅斯表示，智利社會動蕩造成部

分港口和公路運輸癱瘓，部分工人的工

時縮短，通勤也遇到困難，加上新冠疫

情蔓延導致國際需求減少，國內出口商

品供給下降，壹季度智利對外貿易受到

影響。

秘魯出口商協會經濟事務部主任卡

洛斯· 岡薩雷斯· 門多薩說，壹季度世界

市場銅價下跌，對秘魯礦業出口造成影

響。疫情出現後，秘魯港口貨物積壓，

出口受阻。

秘魯農產品出口商協會主席阿豐索·

布斯塔曼特表示，今年1月，秘魯葡萄

、蘆筍、鱷梨和柑橘等非傳統農產品出

口總額為7.07億美元，達往年同期最高

值，但2月和3月，形勢急轉直下。疫情

在全球蔓延導致消費減少，勢必影響秘

魯出口。

盡管壹季度多個拉美國家對華貿易

出現壹定下滑，但業內專家表示，這並

沒有改變中拉貿易長期向好的基本面。

中拉經濟互補性強，彼此之間的貿易有

充足韌性應對挑戰，隨著中國更多企業

復工復產、中拉抗疫合作不斷加深，雙

方貿易需求仍然旺盛。

墨西哥普埃布拉功勛自治大學中國

問題專家拉克爾· 萊昂· 德拉羅薩說，中

國與世界聯系程度深，作為全球供應鏈

上的重要國家，中國經濟發展不僅影響

國內市場，對國際市場發展也至關重要

。墨西哥政府尋求繼續加深與中國的關

系，為雙邊貿易註入更多活力，雙方貿

易關系潛力巨大。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阿根

廷—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聖地亞哥· 布

斯特洛說，中國與拉美間的貿易關系

有足夠韌性。中國在較短時間內基本

控制住了疫情，企業正在復工復產，

這意味著中國國內恢復了對拉美國家

的商品需求。中國的消費市場已經重

新被激活，來自拉美的商品依然深受

中國消費者喜愛，這將拉動拉美國家

出口。

布斯特洛認為，中國有保持經濟增

長的實力，拉美國家有擴大市場和提高

出口量的意願，中拉貿易的“回復能

力”可以應對種種外部因素。當下，拉

美各國普遍面臨出口壓力，中國作為拉

美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將給拉美走出困

境帶來機遇。

非洲新冠病例超2.7萬
西非國家呼籲合作抗疫

綜合報導 非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統計數據顯

示，截至24日，非洲大陸新冠確診病例增至27852例，病例數呈持續增

加趨勢。西非地區多國近期病例增長較快，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西共

體)23日召開視頻會議，商討合作抗疫事宜。

24日，南非新增267例，累計確診4220例；喀麥隆新增96例，累計

確診1430例；加納新增125例，累計確診1279例；幾內亞新增92例，累

計確診954例。

為有效應對西非疫情蔓延態勢，西共體23日召開特別視頻會議，商

討應對新冠疫情的區域性方案，15個成員國的領導人或代表參加會議。

尼日利亞總統布哈裏在會上被推舉為西非地區抗擊新冠疫情協調人，負

責協調成員國之間應對疫情的努力。

會上，西共體成員國壹致認為應加強國家間合作，共同抗擊疫

情，並充分考慮各成員國的具體情況。參會代表認為，西非新冠疫

情有可能持續到9月末結束，西非國家對疫情的管控措施至少應持

續到6月 30日。成員國還壹致決定加強對非盟抗擊新冠疫情基金的

支持力度。

加納總統阿庫福-阿多在會上表示，非洲國家制定符合本區域情況的

措施應對新冠疫情至關重要，不能盲目復制其他國家的經驗。

24日是穆斯林齋月第壹天，部分非洲國家表示將在齋月期間繼續加

強疫情防控。尼日利亞總統布哈裏24日呼籲民眾在齋月期間避免舉行聚

餐和集中禱告等傳統活動，以防新冠疫情蔓延。毛裏塔尼亞內政部24日

呼籲民眾在齋月期間繼續嚴格執行各項防疫措施。

普京：
減少疫情影響降低經濟損失

是當前首要任務

綜合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最大

程度減少新冠病毒疫情影響，降低社會經

濟損失是俄羅斯當前的首要任務。

普京當天與俄銀行界代表舉行視頻會

議時做出的上述表述。他說，在預防疾病

、提高醫療水平的同時，政府采取了壹系

列提升民眾就業、收入，促進個體企業、

中小型企業發展的措施。各銀行在其中發

揮了重要作用。

普京說，應幫助俄羅斯眾多家庭克服

當前困難，向收入減少30%以上的民眾提

供優惠貸款，要保護因客觀原因無法償還

債務的個體經營者和個人。

普京表示，在企業受新冠疫情影響的

今天，信貸機構已承擔了很大的壓力。要

保證銀行系統的穩固，不能出現崩潰和癱

瘓的情況。

俄總理米舒斯京當天宣布，銀行向企

業和公司發放用於支付工資的無息貸款總

額應達到3050億盧布。此外，能享受無息

貸款計劃的單位將擴大至大中型企業和公

司。

截至23日，俄羅斯累計新冠病毒感染

者已達到了62773人。世衛組織駐俄代表武

伊諾維奇23日表示，俄采取的防範疫情措

施有效，整體上能夠應對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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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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央社）1名林姓男子在臉書散布高雄
有3人因武漢肺炎確診死亡假訊息，被屏東地
檢署依 「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
情不實訊息」罪嫌緩起訴，條件是林男須支付
公庫2萬元等。

屏東地檢署發布新聞稿表示，林姓男子未
經查證，3月8日於臉書（Facebook）張貼 「高
雄確診死亡的也是沒有人敢公布啊！我知道的
就有3例，但是不能亂說，說了會被查水錶」
等文字。

屏檢表示，林男散布武漢肺炎疫情的不實
訊息，足生損害衛生福利部的防疫、衛教工作

及不特定多數民眾接受疫情訊息的正確性。
檢察官訊畢後，認為林男坦承犯行且犯後

態度良好，諭知緩起訴處分，緩起訴條件為緩
起訴處分確定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台
幣2萬元及參加屏東地檢署觀護人室安排的法
治教育1場次。

屏檢表示，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
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中，對民眾散播流行疫情
謠言或不實訊息，已提高刑責，最高可處3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00萬元以下
罰金，希望民眾切勿以身試法。

高雄3名確診死亡假訊息 屏檢裁支付公庫2萬元

（中央社）太陽花學運 「攻占行政院」案
，高院今天宣判，認定魏揚等7人成立煽惑他
人犯罪，改判有罪，還可上訴。民間司改會義
務律師團表示，對判決結果感到遺憾與失望，
將討論是否上訴。

台灣高等法院今天認定魏揚、陳廷豪等7
人成立煽惑他人犯罪，改判2月至4月徒刑，
得易科罰金，可上訴；被告李冠伶依損壞公務
員職務上掌管物品罪判刑4月，得易科罰金，
可上訴。被告謝昇佑等8人依妨害公務罪判處
3月至5月徒刑，得易科罰金定讞；被告許立
被控煽惑他人犯罪，獲無罪定讞。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成員今天陪同魏揚等
人在台灣高等法院大門召開記者會並發布新聞
稿；新聞稿指出，判決結果不但維持了原本一
審有罪部分的結果，造成8人有罪定讞，還將
原本遭起訴 「煽惑他人犯罪」部分無罪者改判
有罪，完全突顯了司法對於社會運動仍存留與
人民為敵的威權遺緒。

新聞稿指出，323攻占行政院事件後，檢
察官大舉起訴132人，其中126人的告訴乃論
罪部分政府已經撤回告訴而不受理，但仍有21
人因遭起訴罪名為非告訴乃論之罪，因此仍要

繼續審理。
2017年4月，一審法院判決了其中11人有

罪，另外 10 人無罪，檢察官及被告上訴後，
本案歷經去年一整年因審判長明顯心證偏頗，
律師團試圖聲請迴避但失敗後，今年才又重新
開始審理。

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已 30 年餘，在高度
民主化的當代，竟然還是看見檢警體系動用國
家權力對民眾和平行使言論及集會自由的行為
進行追訴，反觀檢察體系追究警察暴力的力度
，卻遠不及追究對台灣民主有深刻貢獻的被告
。

新聞稿指出，318 占領立法院跟 323 攻占
行政院的行動，形塑了台灣當今的民主面貌，
也強化當代民眾主權意識的覺醒；這個運動應
被當作一個整體看待，而當318占領立法院案
件被告皆已全數無罪，323攻占行政院案的被
告，卻在6年後的今天，仍因本案訟累，更為
這場運動付出法律上代價。

本案的被告們，都是關心台灣民主法治的
勇敢參與者，不該被歷史遺忘，今天的宣判結
果讓人十分遺憾與失望，律師團仍期盼，國家
以司法打壓抗爭的手段，不要再出現。

占政院二審改判有罪 律師團：遺憾與失望

（中央社）台北市政府昨天聯合檢查錢櫃6
家分店，有4家違規。北市消防局今天持續專案
檢查19 家場所，結果包括KTV星聚點復興分公
司、梅花戲院和朝代大戲院消安檢查不合格，即
起勒令停業。

北市消今晚發布新聞稿表示，有鑑於錢櫃
KTV林森店26日火災，造成重大傷亡，為確保消
費者安全，今天持續專案檢查北市電影院、KTV
、MTV等19家封閉性娛樂場所，加強消防安全

設備及防火管理等消防安全事項查核。
檢查結果，包括KTV星聚點文創股份有限公

司復興分公司、中影股份有限公司梅花分公司和
朝代大戲院有限公司的消防安全設備，都不符合
規定。

北市消說，自即日起公告檢查結果並命其停
業，停業期間內限期3日內改善相關消防安全缺
失，逾期未改善者，將連續處罰至改善為止。

北市消安檢查不合格 星聚點3業者遭勒令停業

（中央社）前台南縣議會議長吳健保涉嫌中
華職棒簽賭等案，被法院判決5月至3年徒刑。
台南高分院今年2月間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
。吳健保不服抗告。最高法院今天駁回抗告，全
案確定。

吳健保因涉入中華職棒簽賭案，台灣高等法
院於民國103年8月13日以恐嚇、詐欺等罪判刑
定讞。其中，吳健保涉犯詐欺等罪判處3年2個
月部分不得易科罰金，須入監執行。

不過，吳健保未到案服刑，潛逃出境，新北
地檢署於103年10月6日發布通緝。吳健保於去

年1月間在菲律賓遭查獲，同年2月遣返回台灣
，新北檢發監執行。

吳健保針對得易科罰金部分的2年3月刑期
聲請易科罰金，遭檢方駁回；吳健保不服向法院
聲明異議，法院駁回確定。

另外，吳健保另涉及曾文溪疏浚工程盜採砂
石案，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判決有期徒刑3年
定讞。

台南高分檢檢察官聲請定執行刑，台南高分
院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年。吳健保不服提起抗
告。最高法院今天駁回抗告，全案確定。

吳健保涉貪污等案法院裁應執行10年徒刑

（中央社）男子陳向龍酒駕闖紅燈遭員警
攔下，酒測值達0.29毫克，當員警要依現行犯
逮捕陳男時，陳男竟駕車逃逸，導致追捕員警
遭拖行600公尺，陳男犯酒駕、傷害遭判應執
行有期徒刑4月。

根據南投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書，被告
陳向龍今年3月5日上午在南投縣竹山鎮友人
住處喝完啤酒後，中午駕駛自用小貨車離開，
當天下午行經竹山鎮集山路三段與大智路口時
，因闖紅燈遭南投縣警察局竹山分局警員林志
維攔檢稽查，並發現陳向龍身上有濃厚酒味。

警方對陳向龍實施酒測，測得酒精濃度達
每公升0.29毫克，林志維對陳向龍表示，將以

現行犯逮捕，陳向龍隨即返回小貨車並發動，
打算駕車逃逸，林志維出言阻止未果，要以現
行犯逮捕，但陳向龍卻重踩油門逃逸，導致林
志維遭拖行600公尺。

判決指出，所幸林志維最後將汽車檔位打
入空檔並踩踏煞車，才阻止陳向龍繼續行駛，
但林志維右側膝部仍因此造成開放性傷口。

南投簡易庭審理後，依酒駕觸犯公共危險
罪判處陳向龍有期徒刑2月，又犯傷害罪，處
有期徒刑3月，合併應執行有期徒刑4月，若
易科罰金，則以新台幣1000元折算1天，全案
可上訴。

男酒駕闖紅燈拒檢 拖行員警600公尺判4個月

五一連假人流管制 盧秀燕五一連假人流管制 盧秀燕：：必要時關閉景點必要時關閉景點
五一連假即將到來五一連假即將到來，，台中市長盧秀燕台中市長盧秀燕2828日在市政會議中表示日在市政會議中表示，，希望民眾出遊時配合現場人流希望民眾出遊時配合現場人流

管制管制，，如果景點人潮過於擁擠如果景點人潮過於擁擠，，她授權市府主管她授權市府主管 「「必要時得關閉景點必要時得關閉景點」」 。。

侯友宜侯友宜：：公安沒有休息時刻 應隨時備戰公安沒有休息時刻 應隨時備戰
新北市長侯友宜新北市長侯友宜2828日強調日強調，，公安是沒有休息的時刻公安是沒有休息的時刻，，應隨時備戰應隨時備戰，，他要求相關單位到他要求相關單位到

封閉場所進行臨檢盤查等公務行程時可隨時拍照錄影蒐證封閉場所進行臨檢盤查等公務行程時可隨時拍照錄影蒐證。。

防疫期間 屏東家扶視訊紓解寄養童思親之苦防疫期間 屏東家扶視訊紓解寄養童思親之苦
武漢肺炎武漢肺炎（（20192019冠狀病毒疾病冠狀病毒疾病，，COVID-COVID-1919））疫情延燒疫情延燒，，政府規定暫停寄養兒少返家團聚及政府規定暫停寄養兒少返家團聚及

親子會面親子會面，，屏東家扶中心透過視訊方式屏東家扶中心透過視訊方式，，暫時紓解寄養童及原生家庭的思親之苦暫時紓解寄養童及原生家庭的思親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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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奧組委首席執行官：
奧運會不會再次推遲或取消
綜合報導 東京奧組委首席執行官武藤

敏郎在這裏表示，東京奧運會沒有再次推遲

甚至取消的備選方案，他相信奧運會將在明

年7月23日開幕。

武藤是在壹個線上記者會上作上述表態

的。他說：“好多人向我們問過這個問題，

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將在2021年7月至9月

舉行，準備工作正在穩步進行。這就是我們

的立場。”

不過，武藤也承認，疫情的發展不可預

料。“沒有人能預測疫情什麼時候結束，但

到明年7月之前，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來準備

。相信日本政府和世界各國政府能夠戰勝疫

情，奧運會能夠準時開幕。”

兩周多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布包括

東京和大阪在內的七個市縣進入緊急狀態，

4月16日，他將緊急狀態的範圍擴大到日本

全國。目前日本全國發現的確診病例還在不

斷增加，21日，東京奧組委壹名男性員工也

被確診，再加上全日本柔道聯盟39名員工中

17人被查出感染新冠病毒，外界對東京奧運

會的疑慮再次增加。

武藤說：“安倍首相當初提議奧運會

推遲壹年舉行，（國際奧委會）巴赫主席

同意了首相的建議。首相認為，如果奧運

會被推遲兩年舉行，整個性質就變了。而

推遲壹年舉行，從運動員的角度來說，也是

最合適的。”

他說，受感染的員工和90%的同事壹樣

，兩周前就已經居家辦公，因此與他發生過

密切接觸的人並不多。組委會已經對這名員

工辦公室所在的樓層進行了消毒。現在還有

少部分員工每天到辦公室上班，他們都被要

求每天報告體溫和健康狀況。

對於本周早些時候國際奧委會網站刊登

的關於額外費用承擔的問題，武藤說，那些

內容是“不恰當的”，奧組委與國際奧委會

進行了電話溝通，國際奧委會也按照要求刪

除了相關內容。

“國際奧委會很快就解決了問題，”他

說。但他拒絕透露是否收到了道歉。

國際奧委會最開始表示：“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已經同意，日本將根據2020年奧

運會已經達成的協議條款，繼續支付費

用。”這令東京奧組委非常不快，聲稱額

外費用的承擔問題並未決定，於是要求刪

除相關內容。

武藤最後說：“我們會繼續評估額外支

出的金額，東京奧組委和國際奧委會也將繼

續就這個問題進行商討。這需要很長的時間

，並不容易完成。”

馬來西亞將延長“行動管制令”
兩周至5月12日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總理

穆希丁宣布，“行動管制

令”將在4月28日之後延長

兩周至5月12日。

馬來西亞自3月 18日在

全國範圍實施“行動管制

令”，具體措施包括禁止民

眾在非必要情況下外出，禁

止在未獲允許情況下跨州出

行，禁止大規模聚集活動，

關閉學校及部分商鋪，限制

出入境等。“行動管制令”

此前兩次被延長，現階段將

持續至4月28日。

另壹方面，馬來西亞衛

生總監諾希山23日在每日例

行記者會說，該國新增71例

新冠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病

例5603例；新增 2例死亡病

例，累計死亡95例。

諾希山還表示，馬來西

亞出現新冠疫情後，至今有

325名醫護人員感染，其中3

人去世，但沒有任何醫護人

員是由於在加護病房處理確

診病患而染病。他說，七成

醫護人員是由於出席婚宴及

出國等私人活動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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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23日發表4月份

月度經濟報告說，受新冠疫情擴散影響

，目前日本經濟形勢迅速“惡化”，情

況極為嚴峻。

這是日本政府自2009年5月以來首次

在經濟形勢評估中使用“惡化”壹詞。

報告說，受疫情影響，日本個人消

費急劇下降，生產和出口減少，企業收

益急速萎縮，破產企業數量增加。報告

認為，這種極為嚴峻的形勢今後仍將持

續，有必要充分關註日本及世界經濟受

疫情影響進壹步下滑的風險，關註金融

及資本市場變動。

經濟再生擔當大臣西村康稔當天在

記者會上表示，為阻止疫情蔓延，政府

要求國民盡量不要外出，家庭消費及企

業的經濟活動受此影響都急劇萎縮，日

本經濟面臨前所未見的嚴峻局面。

第壹生命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新家義

貴認為，日本經濟V型復蘇很難，正常

化需要壹些時間，恐怕要階段性實現。

在此前發布的3月份月度經濟報告

中，日本政府評估經濟形勢時刪除了使

用近7年的“恢復”壹詞，認為受疫情

影響，日本經濟大幅下滑，形勢嚴峻。

日本政府以各種統計和國內外形勢

為基礎，每月發表壹次月度經濟報告公

布其對經濟形勢的正式判斷。

泰國2800多萬人
註冊申請救助金

綜合報導 泰國救助金註冊申請窗口23日淩晨關閉。泰國財政

部表示，全國共有約2885萬人註冊申請救助金。

泰國政府於3月下旬推出壹項援助計劃，並設立壹個專門網

站供受疫情影響的失業人員註冊申領政府救助金。符合條件的申

領者包括臨時工、自由職業者、不在社會保險體系內的人員，以

及因疫情而失去收入來源(如企業停工停業)的人員等。

根據該計劃，政府將向符合條件的申領者每月發放5000泰銖

（約合1100元人民幣）現金，每人可領取3個月共1.5萬泰銖。

當局最初預計符合申請條件的人數約300萬人，但開放註冊後

申請人數激增，之後把設定援助人數擴大為900萬人。然而，最終

的註冊人數近2900萬人，超過全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二。

據悉，泰國財政部目前已經向420萬人派發了首月5000泰銖

救助金，另外系統篩查剔除了1000多萬不符合條件的申領人員，

其余申請者仍在待審或復審。

泰國新冠肺炎疫情應對管理中心23日通報，當天新增13例確

診病例、死亡病例1例、治愈病例78例，至此，泰國累計確診病

例2839例，死亡50例，治愈出院243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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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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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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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魯 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 27日連續兩天錄得新冠肺炎“零確

診”，亦是8天內第四次。香港特區政府抗疫專

家組成員、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27

日指出，要再觀察疫情發展才可考慮是否放寬防

疫限制。有傳染病專科醫生認為，香港因“回港避疫潮”引發的疫情第二波已受控，特

區政府可研究逐步放寬“限聚令”，以及與內地磋商後，對來自低風險城市的旅客解除

強制隔離檢疫措施。據了解，若本地個案持續低位，特區政府會考慮讓公務員復工及戶

外康樂設施重開，下周四限期屆滿的場所停業措施亦可以陸續“解禁”。

連續兩天零確診 解禁？等一等
袁國勇：再觀察才研放寬 梁子超：看五一後是否仍受控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近兩周跌至每日個位數，疫情
稍見紓緩，巿民何時可重過正常生活？袁國勇

指出，對上一次找不到源頭的本地感染個案是本月19
日，由當天起計要觀察28天才安心，可考慮對防疫
限制措施“鬆綁”，“現在看到的（確診數字），全
部是14天前所做的工夫，所以現在才沒有（個
案），當然要先觀察一會。”

歐美疫未爆完 篩檢要做好
對於行政會議成員林健鋒建議，可先放寬商務

工作人士從內地返港時毋須檢疫14天，幫助企業恢
復運作及復甦經濟。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
梁子超認為，政府應先觀察內地“五一”長假期後
疫情是否仍然受控，再作決定，而即使要放寬內地
出入境人士的安排，都應該分階段和按地區處理，
如一些疫情較受控的內地省市，香港可以先與對方
進行磋商放寬安排，“‘五一’長假內地可能恢復
很多旅遊，有些較穩定省份沒有特別疫情，可以考
慮分批在（疫情）穩定地方相互放寬（隔離限
制）。”

梁子超又說，歐美疫情未爆完，疫情可能會持

續一段時間，亦有可能有輸入個案進入社區，認為
要做好篩檢工作，由高危地方回港的人士需在定點
酒店隔離等，完善現時的檢疫漏洞，防止隱形患者
在檢疫期間因與家人同住而出現感染個案。

他續指，抗疫工作是持久戰，如果不能復工復
產復課，會對本地經濟造成好大影響，政府應該與
業界商討如何在比較安全的模式下回復營運。

何栢良：全球疫情未見頂
另外，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27日

亦指出，全球疫情尚未見頂，廣東省仍發生零星的確
診個案，預計內地在“五一”黃金周後，零星感染個
案或會增加。他認為，可為內地入境人士作鼻咽拭子
測試，若測試結果呈陰性，不論商務客或其他內地入
境人士，都可考慮豁免強制隔離檢疫。

他認為，下月7日之後可考慮放寬部分限制社
交的措施，惟短時間內巿民出街仍需戴口罩。他強
調，香港是國際城市，不可“不設防”，倘不謹慎
或會出現超級傳播，又指香港有不少環境擠迫的劏
房，政府要防範如新加坡的外勞宿舍爆發疫情導致
每日新增逾千宗個案的類似情況出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由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陳肇始擔任主席的研究局27日
宣佈，從醫療衛生研究基金批
出1.11億元（港元，下同）撥
款，支持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
兩所醫學院進行26項針對新冠
病毒的醫學研究。其中港大微
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領導
的新冠病毒疫苗臨床研究獲撥
款逾2,000萬元。

特區政府承諾大力支持新冠
病毒的研究，以提升醫療體系防
治病毒的能力。是次獲批的項目
涵蓋廣泛領域，包括研發疫苗及
新型抗病毒藥物；在社區中進行
血清流行病學研究；探討2019
新冠病毒的屬性、特徵、傳播、
感染及有效的治療介入方法；探
討香港的早期檢測系統、評估及
對病毒爆發的應對措施。除了袁
國勇的項目外，港大病毒學講座
教授裴偉士的血清病毒學研究也
獲批2,800萬元，而中大微生物
學系系主任陳基湘則有兩項研究
入圍，分別涉款297萬及299萬
元。

是次資助研發的疫苗將會大
量生產，及在健康成年自願者中
測試其安全性與接受度；而針對
新冠病毒在社區中實時以人口為
基準的血清流行病學研究，有助
推斷無徵狀感染者數目、監測群
體產生免疫力的出現、確定免疫
反應的持續時間，及建立傳播模
組，有助決策人員制訂相關的防
控措施，例如放寬或延續減少社
交接觸的措施，及在成功研發有
效疫苗時協助評估其需求，這些
研究為期12個月至24個月。

陳肇始表示，是次新冠病
毒的委託研究可適時為對抗這
次全球大流行提供科學知識及
實證。另局方會繼續邀請其他
大學及兩所醫學院就重要的研
究問題遞交新的研究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受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影響，全球多個國家及地區仍處於封閉狀態，航班
亦復航無期，仍有不少港人滯留海外。有消息指出，
香港特區政府最快29日安排一班包機於巴基斯坦接載
當地港人回港，稍後亦會安排一班包機到印度接載滯
留港人，日期待定，料兩航班合共接載約600名滯留

港人回港。
目前分別約有4,400名及3,300名香港居民滯留印

度及巴基斯坦，當中不乏有治病及考試需要而急需回
港者。

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表示，已成功聯繫約3,200名
及2,000名分別滯留兩國的港人，並已初步掌握他們的

基本個人資料和所在地點，會盡快協助他們回港。
有消息指出，特區政府將最快29日安排一班包

機從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機場接載當地港人回
港。由於巴基斯坦並無陸路限制，乘客可自行到機
場；印度方面則由於有陸路限制，包機細節待定。
病患、孕婦、小孩或長者等有特殊需要人士等料可
優先上機，乘搭包機的費用要自付，從巴基斯坦回
港的機票料約6,000元（港元，下同）至8,000元，
印度則有機會逾1萬元。

��(���

特首：內地澳台抵港近十萬檢疫令無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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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0人滯巴基斯坦 港最快明派包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泛暴派對內地
持嚴重偏見，即使內地疫情早已好轉，當有消息指
政府擬放寬內地來港的限制時，泛暴派又開始散播
恐慌，誤導社會有關做法會令疫情變得嚴重。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會堅持以科學為本的
精神，以客觀的風險評估來應對，並指出自今年2月
8日開始，衛生署就內地、澳門或台灣抵港人士一共
發出約近9.8萬張檢疫令，“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人
確診。”

林鄭月娥27日在facebook發文，指出隨着香港疫
情好轉，社會上對是否需要放寬管控疫情的措施又多
了討論。她說，特區政府過去3個月採取的措施可分
為兩大類，一是控制進出香港的人流，二是加強社交
距離。在管制人流方面，除了壓縮海、陸、空口岸
外，要求所有入境人士接受14天強制家居檢疫是符合
公共衛生，又實際有效的措施。

她續說，適用於從內地、澳門和台灣的有關限制
將於下月7日屆滿，而適用於外國地區的限制有效期

則到6月18日，“我們會堅持以科學為本的精神，以
客觀的風險評估來應對。”

林鄭月娥並列舉數據讓公眾了解情況，指出自本
年2月8日開始，衛生署就內地、澳門或台灣抵港人
士一共發出約97,700張檢疫令，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
人確診；而從外國地區抵港的人士，衛生署自3月19
日共發出約6.5萬張檢疫令，431人其後確診，“可見
內地、澳門和台灣在控制疫情方面的成效，遠較不少
外國地區為好。”

酒吧球場
戲院

雀館

■政府推“限聚令”防疫。圖為防疫期間多處場所關閉。 資料圖片

連續兩日零確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香港政府統計處
27日發表今年第二季業務展望調查結果，預期第二季
的業務狀況較第一季為差的受訪者的比例上升至
44%，第一季的相應比例為31%；預期業務狀況不變
或較佳的佔比分別為49%及7%，第一季則分別為
60%及9%。

各行業招聘意慾弱
相關調查涵蓋香港十個主要行業，約560間大規

模的機構單位的高級管理人員對短期業務表現的意
見，調查時間由3月3日至4月17日。政府發言人表
示，新冠疫情大流行嚴重影響經濟，亦沉重打擊香港
大型企業的營商氣氛。最新調查顯示整體業務狀況預
期變動的淨差額為自2009年第一季以來最低，而各行
業的招聘意慾疲弱。

為保經濟元氣，政府已推出歷來最大規模的紓困
措施，當中包括“防疫抗疫基金”下的兩輪措施，以

及2020/21年度《財政預算案》中的一次性措施，總
額為2,875億港元（約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10%）。發
言人指，政府會全速落實相關紓困措施，達到保就
業、撐企業的效果，並會密切留意經濟及就業情況。

住宿膳食服務業最當災
按行業分析，在所有涵蓋行業中，受訪者總體而

言預期今年第二季的業務狀況較第一季為差。尤其在
住宿及膳食服務業；運輸、倉庫及速遞服務業；進出
口貿易及批發業；零售業；專業及商用服務業；金融
及保險業和地產業中，預期第二季其業務狀況較第一
季為差的受訪者比預期業務狀況較佳者顯著為多。

在所有涵蓋行業中，受訪者總體而言預期第二
季的就業人數較第一季大致維持不變或下降。尤其在
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和零售業中，有顯著較多的受訪者
預期第二季其就業人數較第一季下降。

此外，所有涵蓋行業中，受訪者總體而言預期第

二季的貨品售價/服務收費較第一季大致維持不變或
下降。尤其在建造業和住宿及膳食服務業中，有顯著
較多的受訪者預期第二季其投標價格/貨品售價/服務
收費較第一季下降。

44%港企料本季業務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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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臺開通iTalkBB 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打造海外華人美好生活 
美南新聞集團屬下的美南國際電視臺與iTalkBB
通力合作，開通了iTalkBB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為海外華人打造美好生活。iTalkBB中文電視
采用最尖端圖像處理技術，以呈現高清畫質，
讓您體驗完美視聽享受

建議申請iTalkBB機頂盒，因為:
1) iTalk BB有獨家院線新片：iTalkBB中文電視購買了多部2019最新
正版院線大片，讓您在家就可以看到時下最火華語電影，免費點播，高清畫質。
2) 海量影視劇同步更新，隨時點播：與國內同步更新最受歡迎的電視劇、
人氣綜藝和票房大片。點播功能讓您隨時隨地想怎麼看就怎麼看。
3) 高清中/港/臺直播：iTalkBB中文電視提供中/港/臺六十多個熱門頻道實時直播，
讓您和家人觀看內地、香港、臺灣和海外頻道的即時節目。
在iTalkBB中文電視上，新聞、綜藝、訪談、電視劇應用盡有，讓您第壹時間獲得最新資訊。。

您只要每月付 $4.99起，
就可以送機頂盒，在家看最
新最熱中文電視內容。

$4.99

如果您沒有機頂盒，您可以通過STV15.3頻道直
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臺高清電視節目，視頻效果
可能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而影響觀看效果。您
可以用手機下載今日美國app logo， 就可以點
擊進入美南國際電視頻道隨時收看24小時直播
高清電視節目。您也可以通過Youtube直接收到
美南電視臺直接收看高清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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