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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2020年5月12日 星期二
Tuesday, May 12, 2020

(綜合報道）新冠肺炎重創美國經濟，上周官方公佈的失業率已飆升至14.7％
，不過最慘的情況還沒結束。美國財長穆努欽10日表示，失業率可能會進一步
惡化至25％，即相當於19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水平。他為此強調 「解封」的必
要性，否則可能會帶來 「永久性的經濟損害」。

穆迪稱開放風險大
穆努欽接受福斯新聞訪問時說，第二季將會非常非常糟糕，然後第三及第四

季會好轉，而 「明年將是美好的一年」。美國勞工部8日公佈的數據顯示，4
月非農業部門就業人口減少2050萬人，使失業率從3月的4.4％跳升至14.7％
，創下經濟大蕭條以來新高。穆迪首席經濟師贊迪則警告，美國各州過早重
新開放企業是一場大賭博，增加新一波疫情的風險，尤其在沒有疫苗的情況
下，經濟可能進一步陷入尾旋式下跌。
穆努欽說，失業率高 「並非美國企業的錯，也非美國工人的錯，這是病毒造

成的。我們關閉了自己的經濟。」他認為，這並非像大蕭條時期那樣，存在
著潛在的經濟問題。他預期失業率將在 25％見頂，然後經濟會出現反彈，
「我認為杯子是半滿的，不是半空的。」
國會繼續撒幣救援
談及重啟經濟，穆努欽表示， 「如果我們和州長們共同謹慎行事，我不認為

會有很大風險，而事實上，不重啟的風險卻相當大。這意味著對美國公眾永
久性的經濟損害。」
美國國會已通過四輪紓困方案達3兆美元，白宮官員則指正與民主、共和兩

黨議員就新一輪方案展開非正式討論。穆努欽說，白宮在研究推出更多財政
措施，包括推動調降薪資稅，但強調會謹慎使用納稅人的錢。
《華爾街日報》指出，美國10年來的就業增幅在短短幾週內就被抹去，消

費者支出銳減，各地企業停擺，製造業快速萎縮。這顯示美國經濟陷入困境，不
過，市場則押注疫情對經濟影響最壞時期已過，因而帶動近期美股持續反彈。

美財長預告美財長預告 實際失業率恐達實際失業率恐達2525％％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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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周末再次看见数百
个困苦移民家庭从市长
泰纳及好友雷蒙手中收
到了生活救济品，心中
油然升起无限的感动，
雷蒙是位生长在缅甸的
印度人，早年来到休斯
敦，是位难民，他经营
的电讯业最近也关门了
，在此艰困之经济环境
下，他还是不忘苦难同
胞，慷慨解囊救助失业
邻居，度过难关。

今天也接到一位犹
太裔麦特之邮件，告诉
我他正在为犹他人社区
中心募款，麦特曾经在
上海居住多年，深爱中
华文化并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近年来也经
营白酒生意，经常在大家的宴会中出现。

正当包括休斯敦华亚裔在内的全国各大
城市已经不断发起捐献医疗物资及送午餐之
活动，也为贫苦家庭学生捐赠平板电脑 、衣
物用品，这些义举正在社会各阶层热烈进行
中。

看看今天世界政治舞台上 多少政客满口
谎言，不顾民间疾苦，为了维持政权，不择
手段，令人髪指。

我们大家有责任更有权利把这些政客送
进历史，来重建家园，把温暖送给你的左隣
右舍，每个人都给社会贡献一份力量，爱心
必将战胜野心。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55//1111//20202020

Last weekend we witnessed hundreds of
refugee families as they received many food
and household goods from our Mayor Turner
and also from my good friend Raymond
Morton, the founder of the Hawa Foundation.

I have known Raymond for many years. He
was born in Burma and moved to Houston
many years ago. When the coronavirus
attacked our city, he had to close his door,
but he still opened his heart to help many
suffering poor families.

I also received an email from my Jewish
friend Matt Trusch saying that he is doing a
fund raiser for the Jewish community. Matt
use to live in Shanghai for many years and
prefers to speak Mandarin. He is in
the white wine business and
contributes to many charity events.

Today, along with Houston and many
major cities around the country,
Chinese and Asian community
groups have donated large numbers
of medical-related equipment worth
millions of dollars. Tens of thousands
of lunch boxes have been given out
to front line workers along with
hundreds of computers to kids in
poor families. The donations still
continue going on in different

communities.

When we look at the world political stage,
with many politicians telling lies and pointing
fingers at each other, they ignore the people
’s interests and only have their own political
ambitions in mind.

We as the citizen of this great nation have full
confidence that we need to extend our hands
out to help each other and give back
something to those many needy families.

When the time comes, we need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to rebuild our country.

May love be spread to our society.

Love Spreads In Our CommunityLove Spreads In Our Community
愛心必可戰勝野心愛心必可戰勝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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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綜合報導】】韓國梨泰院夜店集體感染事件持續發酵韓國梨泰院夜店集體感染事件持續發酵，，扭轉扭轉
韓國疫情曲線韓國疫情曲線。。自本月自本月66日以來日以來，，短短短短55天天，，已有近百人近已有近百人近100100
人確診人確診，，二次傳播在全國范圍內逐漸擴散二次傳播在全國范圍內逐漸擴散，，引發韓國上下恐慌引發韓國上下恐慌。。
然而然而，，據韓媒據韓媒1111日報導日報導，，此前引爆韓國疫情此前引爆韓國疫情，，令大邱幾近令大邱幾近""淪陷淪陷""
的基督教異端組織的基督教異端組織———新天地教會—新天地教會，，昨天在教會刊物昨天在教會刊物《《天地日報天地日報
》》刊文刊文，，指責韓國政府指責韓國政府""雙標雙標""，，並點名此前對教會並點名此前對教會""下手下手""的兩位的兩位
官員官員。。

該文的標題為該文的標題為《《''指責特定組織指責特定組織，，對防疫沒有幫助對防疫沒有幫助''，，新天地新天地
（（教徒教徒））感染時真的不知道嗎感染時真的不知道嗎？？ 》。》。文中指出文中指出，，防疫當局以所防疫當局以所
謂的謂的""人權人權""名義保護特定少數人群名義保護特定少數人群，，而將梨泰院而將梨泰院""同性戀夜店同性戀夜店""簡簡
化稱為化稱為""梨泰院夜店梨泰院夜店""。。同時同時，，面對第二次大規模感染可能面對第二次大規模感染可能，，國務國務
總理丁世均並沒有優先考慮疫情總理丁世均並沒有優先考慮疫情，，而是首要考慮同性戀者而是首要考慮同性戀者，，多次多次
表態稱表態稱""指責特定組織指責特定組織，，對防疫沒有幫助對防疫沒有幫助""。。

文章進而寫道文章進而寫道，，新天地大邱教會一出現疫情端倪新天地大邱教會一出現疫情端倪，，韓國政府韓國政府
和地方自治團體負責人就立刻將新天地教會視為和地方自治團體負責人就立刻將新天地教會視為""新冠病毒發源新冠病毒發源
地地""，，當即採取行政動員當即採取行政動員、、扣押搜索扣押搜索、、起訴等行動起訴等行動，，""對教會不公對教會不公
平平""。。

同時同時，，該文章還點名指責京畿道知事李在明和首爾市長樸元該文章還點名指責京畿道知事李在明和首爾市長樸元
淳淳。。

文中聲稱文中聲稱，，在京畿道沒有一位教徒確診的時候在京畿道沒有一位教徒確診的時候，，李在明大肆李在明大肆
對新天地全面搜查對新天地全面搜查，，但現在但現在，，他明明已經獲悉了龍仁他明明已經獲悉了龍仁""6666號患者號患者""
，，卻什麼事情也不做卻什麼事情也不做。。

而對於樸元淳而對於樸元淳，，文章指責其動作緩慢文章指責其動作緩慢，，直到直到99日才下達娛樂日才下達娛樂
場所停業令場所停業令。。 ""大邱教會不屬於首爾大邱教會不屬於首爾，，卻以疫情為由卻以疫情為由，，連日採取連日採取
起訴教會代表起訴教會代表（（李在熙李在熙）、）、沒收名單沒收名單、、取消法人許可等行動取消法人許可等行動，，為為
''彈劾彈劾''新天地煽風點火新天地煽風點火。。前後相比前後相比，，態度過於鮮明態度過於鮮明。。""

事實上事實上，，新天地教會對李在明和朴元淳新天地教會對李在明和朴元淳""懷恨已久懷恨已久""，，文章的文章的
字裡行間已道出原由字裡行間已道出原由。。

22月月2525日日，，為避免京畿道成為第二個大邱為避免京畿道成為第二個大邱，，李在明帶領李在明帶領4040多多
名公務員名公務員，，進入位於果川市的新天地總部進入位於果川市的新天地總部，，雙方交涉近雙方交涉近33個小時個小時
後後，，李在明獲取了參加果川禮拜人員和大邱集會人員等李在明獲取了參加果川禮拜人員和大邱集會人員等44萬名相萬名相
關教徒的名單關教徒的名單。。

樸元淳多次公開指責新天地教會樸元淳多次公開指責新天地教會。。 33月月2626日日，，樸元淳還通樸元淳還通
過在線新聞發布會表示過在線新聞發布會表示，，""註冊為註冊為''新天空新土地證據帳幕聖殿耶新天空新土地證據帳幕聖殿耶
穌教宣教會穌教宣教會''的新天地相關社團法人的新天地相關社團法人，，明顯危害公共利益明顯危害公共利益，，違反違反
許可條件許可條件，，因此根據因此根據《《民法民法》》第第3838條條，，今天起取消其設立許可今天起取消其設立許可""
。。

樸元淳指出樸元淳指出，，在傳染病全國擴散的情況下在傳染病全國擴散的情況下，，新天地不顧他人新天地不顧他人
的生命的生命，，健康和安全健康和安全，，只承認保護新天地耶穌教和擴大教勢是至只承認保護新天地耶穌教和擴大教勢是至
高無上的任務高無上的任務，，""這是卑鄙無恥的反社會宗教團體這是卑鄙無恥的反社會宗教團體""。。他還強調他還強調，，
""首爾市會動用要求賠償權等所有方法首爾市會動用要求賠償權等所有方法，，對新天地問責到底對新天地問責到底。。""

隨後隨後，，首爾市以違反關於殺人罪首爾市以違反關於殺人罪、、傷害罪以及傳染病預防管傷害罪以及傳染病預防管
理的法律為由理的法律為由，，向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控告李萬熙等新天地教會向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控告李萬熙等新天地教會
1212名派系領導人名派系領導人。。

事實上事實上，，從政府到從政府到
民間民間，，新天地教會早就新天地教會早就
成為了眾矢之的成為了眾矢之的，，點名點名
和謾罵不絕於耳和謾罵不絕於耳。。新天新天
地會長李萬熙跪地道歉地會長李萬熙跪地道歉
請赦罪的做法並未被韓請赦罪的做法並未被韓
國民眾接受和認可國民眾接受和認可，，該該
教會為防疫救援而捐款教會為防疫救援而捐款
的的 120120 億韓元億韓元（（約合人約合人
民幣民幣 70257025 萬元萬元））也被全也被全
部退回部退回。。

韓 國 調 查 機 構韓 國 調 查 機 構
"REALMETER""REALMETER" 和和 CBSCBS
電視台電視台 22 月月 2828 日共同進日共同進
行 的 民 調 顯 示行 的 民 調 顯 示 ，， 高 達高 達
8686..22%%的人認為應該對新的人認為應該對新
天地教會進行搜查天地教會進行搜查。。此此
在青瓦台官網的請願欄在青瓦台官網的請願欄
中中，，有超過有超過 124124 萬人支萬人支
持政府解散新天地教會持政府解散新天地教會
。。

對於新天地發表的對於新天地發表的
文章內容文章內容，，不少韓國網友嗤之以鼻不少韓國網友嗤之以鼻，，有人表示有人表示，，""他們怎麼還好他們怎麼還好
意思出來意思出來？？""""趕緊閉嘴吧趕緊閉嘴吧。。""

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33月初月初，，新天地方面人士以新天地方面人士以""性少數群體性少數群體""的的
隱蔽性隱蔽性、、相對局限的活動範疇等理由相對局限的活動範疇等理由，，在韓國社交平台在韓國社交平台""預言預言""其其
將成為下一個犧牲品將成為下一個犧牲品。。而這則預言而這則預言，，近期成為韓國網絡的熱議話近期成為韓國網絡的熱議話
題題。。

""性少數群體性少數群體""，，也叫彩虹族群也叫彩虹族群（（LGBTLGBT），），是女同性戀是女同性戀、、男男
同性戀同性戀、、雙性戀等相對少數性取向雙性戀等相對少數性取向、、性別認同和性別表達的人的性別認同和性別表達的人的
總稱總稱。。

目前目前，，韓國防疫部門因韓國防疫部門因""夜店疫情夜店疫情""再次繃緊神經再次繃緊神經。。數月以來數月以來
的的""戰疫戰疫""成果是否會前功盡棄成果是否會前功盡棄，，成為一大懸念成為一大懸念。。 ""重現超級傳播重現超級傳播
者的恐怖正在擴散者的恐怖正在擴散""，，韓國韓國《《首爾經濟首爾經濟》》這樣寫道這樣寫道。。

55月月66日日，，韓國京畿道龍仁市確診了第韓國京畿道龍仁市確診了第6666號病例號病例，，為一名為一名2929
歲男性歲男性。。據韓國官方公佈的行動軌跡顯示據韓國官方公佈的行動軌跡顯示，，該患者在韓國該患者在韓國""五一五一
黃金周黃金周""期間期間（（44月月3030日至日至55月月55日日））前往首爾前往首爾，，在在55月月22日凌晨日凌晨
連逛了首爾梨泰院地區的連逛了首爾梨泰院地區的33家夜店和家夜店和22家酒吧家酒吧，，並未佩戴口罩並未佩戴口罩，，
直到當天下午才回到住處直到當天下午才回到住處。。

值得注意的是值得注意的是，，當天當天，，該患者已經出現症狀該患者已經出現症狀，，發燒至發燒至3939度度
，，並開始腹瀉並開始腹瀉。。根據初步的流行病史調查根據初步的流行病史調查，，該男子無近期海外旅該男子無近期海外旅
行史行史，，也沒有與已確診的病例有過接觸也沒有與已確診的病例有過接觸，，是一位感染途徑未知的是一位感染途徑未知的
高危高危""毒王毒王""。。

據疾病管理本部和首爾市消息據疾病管理本部和首爾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截至今天下午66時時，，與該事與該事

件相關的的確診患者達到件相關的的確診患者達到9494人人。。僅首爾地區僅首爾地區，，就有就有5959人人。。感染感染
範圍從首爾擴散至京畿範圍從首爾擴散至京畿、、仁川仁川、、釜山釜山、、大邱大邱、、忠北忠北，，甚至上陸濟甚至上陸濟
州州。。不過不過，，截至目前截至目前，，還未出現三次傳播還未出現三次傳播。。

""與新天地事件相比與新天地事件相比，，夜店疫情更為嚴峻夜店疫情更為嚴峻。。""《《首爾新聞首爾新聞》》刊刊
文指出文指出，，教會是一個成型體系教會是一個成型體系，，相對容易控制相對容易控制。。但夜店來往人員但夜店來往人員
雜亂雜亂，，沒有共同的組織沒有共同的組織，，調查起來十分困難調查起來十分困難。。

李在明在昨天召開的緊急記者會上指出李在明在昨天召開的緊急記者會上指出，，事發的三家夜店事發的三家夜店，，
近三分之二的訪問者使用了假名或虛假電話近三分之二的訪問者使用了假名或虛假電話。。首爾市長樸元淳表首爾市長樸元淳表
示示，，已獲取到訪過梨泰院夜店的已獲取到訪過梨泰院夜店的55175517人名單人名單，，並與其中並與其中24052405人人
取得聯繫取得聯繫，，其餘其餘31123112人聯繫不上人聯繫不上。。此外此外，，此次事件還涉及到外此次事件還涉及到外
國人和性少數群體國人和性少數群體，，調查難度重重調查難度重重。。

有傳染病學專家警告稱有傳染病學專家警告稱，，這或是韓國這或是韓國""第二波疫情的開端第二波疫情的開端""。。
為此為此，，中央防疫對策本部今天發布第八版新冠傳染病應對指中央防疫對策本部今天發布第八版新冠傳染病應對指

南南，，對臨床症狀做出更具體說明對臨床症狀做出更具體說明，，建議更積極地進行病毒檢測建議更積極地進行病毒檢測。。
出現症狀者出現症狀者，，無論病毒檢測是否陽性無論病毒檢測是否陽性，，至少至少77日不得解除隔離等日不得解除隔離等
。。

國務總理丁世均在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會議上表示國務總理丁世均在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會議上表示，，如果如果
梨泰院夜店的訪問者故意隱瞞身份或不接受檢查梨泰院夜店的訪問者故意隱瞞身份或不接受檢查，，政府將採取強政府將採取強
硬措施硬措施。。

據中央防疫對策本部據中央防疫對策本部1111日通報日通報，，截至當天截至當天00時時，，韓國較前一韓國較前一
天新增天新增3535例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確診病例例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累計確診1090910909例例。。
這是單日新增病例連續兩天超過這是單日新增病例連續兩天超過3030例例，，也是自也是自44月月99日以來的最日以來的最
高值高值。。

新天地教會藉夜店疫情刊文大罵
韓國政府“雙標”，還曾“神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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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單日新增病例數反彈

綜合報導 西班牙衛生部 5 日發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統計數據顯

示，西班牙新增確診病例 867 例，與壹天前的新增病例數 356 例相

比出現較大反彈，但單日新增死亡病例數已連續第三天維持在

200 例以下。

據西衛生部統計，截至當地時間 4 日 21 時，西班牙通過聚

合酶鏈式反應(PCR)檢測到確診病例累計已達 219329 例；累計死

亡病例達 25613 例，24 小時新增死亡 185 例，比壹天前(164 例)略

有提高。

疫情暴發以來，西全國累計有119609人入院治療，單日新增入院患

者720例；重癥監護室累計收治患者11031例，單日新增37例；醫護人

員累計感染人數達43956人。

另據西衛生部新公布的壹項數據，除 PCR 檢測確診病例外，

目前共有 31232人抗體檢測呈陽性，這使西班牙全國總感染人數達到

250561人。

西衛生部應急與預警協調中心主任費爾南多· 西蒙在當天的新聞發

布會上說，西班牙正在進入壹個新階段，接下來的目標是“以更快的速

度檢測出病例的存在”，並建立壹個具有高度反應力的系統，以便對疫

情反彈風險盡早做出響應。他還表示，不能把控制疫情的戰略建立在研

發出疫苗的希望上。

西班牙內閣會議當日已批準政府向議會提交第四次延長國家緊急狀

態的申請，如獲議會投票通過，西班牙的國家緊急狀態將延長至5月24

日零時。

烏克蘭從世界銀行獲1.5億美元貸款
擴大弱勢群體援助

綜合報導 烏克蘭與世界銀行簽署了壹項貸款協議，獲得1.5億美元

額外資金，用以擴大對弱勢群體的社會援助。

據烏通社報道，烏克蘭將於5月收到這筆貸款，並進入烏克蘭國家

預算，“高效率地和有針對性地”在“烏克蘭居民社會保障體系現

代化”項目框架下分配使用。

烏克蘭社會政策部新聞通報指出，其中5000萬美元專用於對新冠

肺炎疫 情中弱勢群體的援助，包括那些在疫情中失業的人群；1億

美元用於普遍提高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水平，提供社會服務，消除

貧困。

具體而言，烏社會政策部稱，將利用這些資金增加抗疫期間的補貼

額度；改善對低收入家庭的援助方案，力求全面覆蓋和公平分配；實行

有針對性的住房補貼方案；采取促進就業措施等。

烏總統澤連斯基日前曾表示，受新冠疫情影響，烏克蘭需要至少

100億美元國際援助來穩定經濟形勢。澤連斯基日前簽署了農業土地

流轉法案，解除實行了近20年的農地禁售令，逐步開放土地市場。

分析人士指出，烏克蘭此舉旨在滿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貸款

要求。

另據烏獨立新聞社等媒體報道，歐盟理事會5日通過決議，將向烏

克蘭提供12億歐元宏觀經濟援助，用於幫助烏克蘭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對

經濟的沖擊。

當前烏克蘭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烏政府已將全國防疫隔

離期再次延長至5月 22日。截至 6日發稿，烏衛生部數據顯示，該

國累計確診 12697 例，死亡 316 例，治愈 1875 例。對疫情“拐點”

問題，烏總統辦公廳負責人葉爾馬克 4日稱，疫情頂峰或在 5月中

旬到來。

德國實施“彈性解封”：
球賽重啟商業重開 如遇反彈可“復封”

綜合報導 德國總理默克爾與各州州

長會商後達成決議，將允許不分面積大

小的各類商鋪重新營業，德甲也將在本

月復賽，但“口罩強制令”仍繼續有效

，人際接觸禁令亦將繼續實施至6月5日

。當天還同意建立壹項應急機制，若壹

個縣市“解封”後連續七天時間內新增

確診超過50(以平均每10萬人計算)，則

將再度實施壹系列“封城”措施以遏制

病毒傳播。

據德國“時代在線”報道，截至當

地時間6日21時11分，德國累計確診感

染新冠肺炎167675人、治愈132374人、

死亡7324人。其中，新增確診人數已連

續數日維持在壹千以下。

默克爾當天以遠程會議形式與16州

州長商議了“解封”事宜並達成前述決

議。她在評價德國防疫現狀時說：“我

們今天可以說已經度過了大流行病的第

壹階段，但我們必須始終認識到，與病

毒的鬥爭還將持續很長壹段時間。”

決議指出，在滿足衛生和防疫規定

情況下，各州可開放所有商業門店，無

論其面積大小。戶外舉行的體育活動將

得以重啟，德甲聯賽亦被允許在五月下

旬復賽。各州文化部長

將制定出重開劇院、音

樂廳和電影院的方案。

在備受關註的復課

問題上，各州將逐步擴

大中小學復課年級，目

標是在暑假前令所有學

生都能重返學校。幼兒

園亦將擴大“緊急托

管”的適用範圍，使上

大班的兒童有機會在暑

假前重返幼兒園。受疫

情沖擊嚴重的餐飲業和酒店度假行業亦

將在各州經濟部長協調壹致後，在滿足

防疫要求條件下逐步開放。

此次引入的應急機制為德國各級政

府應對可能出現的疫情反彈提供了手段

。決議表示，若為本地性的、傳播範圍

明顯的傳染事件，譬如公共設施，則應

將隔離範圍限制在暴發傳染的設施內；

而若出現了地區性、傳染鏈條不明的疫

情暴發，則必須采取4月20日前所實施

的普遍性封鎖措施，對整個區域實施封

鎖。

值得註意的是，由於多個州在6日

會議前已自行宣布了較聯邦政府口徑更

進壹步的“解封”措施，當天的決議文

本多處使用了“各州將自行負責”的表

述。

默克爾表示，德國目前不僅開啟了

進壹步“解封”的道路，手中更握有

“應急機制”，這樣壹來若局部地區

出現疫情反彈，便不至於全國再度陷

入封鎖，而只需對單個地區采取措

施，“總體而言，我認為這是壹份均衡

的決議。”

默克爾當天表示，她與各州州長在6

月初之前將再度商議後續“解封”安排

法國禁足期間人均體重增2.5公斤
營養機構：吃太多

綜合報導 近日，

法國達爾文營養機構委

托調查公司進行的壹項

民調結果顯示，通過對

3045名法國人進行調查

，法國實施禁足令期間

，平均每個人的體重至

少增加了 2.5 公斤，主

要的原因是吃的太多。

據報道，調查數據

顯示，來自4人以上大

家庭的受訪者當中，有

64%的人體重均有所增

加，而獨居的受訪者當

中，也有53%的人體重

上升。另外，有56%的

法國人在禁足令實施後

，有充分的時間可以準

備三餐，所以得到了更

加均衡的飲食。

據報道，達爾文營

養機構負責人表示，受

到禁足令的限制，法國

人需要長時間待在家中

不能外出，除了缺乏適

量的運動外，壹天當中

除了三餐還會吃很多甜

點和零食，體重增加本

身不是問題，這是可以

預期的壹個結果。

在所有的受訪者當

中，有57%的法國人表

示，穿以前的衣服會有

點緊；但也有29%的人

指出，自從禁足令實施

後，體重反而下降了。

若以地域分布來看，居

住在巴黎的女性以及鄉

村地區的男性，體重有

明顯增加的情況。

法國目前疫情趨緩

，全國有望在5月11日

解封，但法國衛生部長

奧利弗•韋朗則表示，

當局擔心疫情會有二度

暴發的機會，如果得到

國會批準，緊急狀態將

會延長至7月24日為止。

韋朗指出，在延長

緊急狀態期間，所有進

入法國的人都將被嚴格

管控，需要隔離14天。

此外，關於那些旅居國

外的法國人回家，沒有

癥狀的人跟有癥狀的人

壹樣，都會經過必要的

隔離期。

歐委會：歐盟經濟將現“歷史性衰退” 預計今年萎縮7.5%
歐盟委員會預測，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響，2020年歐洲經

濟將出現“歷史性衰退”。歐

盟經濟將萎縮7.5%，歐元區經

濟將萎縮7.75%。

“大蕭條”後最大經濟沖擊
歐盟委員會在春季經濟預

測報告中表示，擁有27個成員

國的歐盟今年經濟預計萎縮

7.5%。而由19國組成的歐元區

今年經濟將破紀錄地萎縮

7.75%。

負責經濟事務的歐委會

委員保羅· 真蒂洛尼當天表示

，歐洲正經歷20世紀 30年代

大蕭條時期之後前所未有的

經濟沖擊。“(各國經濟)衰

退的程度和恢復的力度將是

不均衡的，這取決於解除封

鎖的速度、旅遊等服務業在

經濟中的重要性以及各個國

家的財力。”

根據歐委會預測，受疫

情帶來負面經濟影響最為嚴

重的歐盟成員國是希臘，預

計今年其經濟將萎縮9.75%。

西班牙也預計今年經濟將萎

縮 9.2%。歐盟最大經濟體德

國預計今年GDP下滑超過6%

，將創二戰後最嚴重的經濟

衰退紀錄。而受影響相對最

小的波蘭，預計今年經濟也

將萎縮4.25%。

各項經濟指標均顯著惡化
由於經濟今年陷於萎縮，

歐委會預期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將接近停滯。歐元區今年

CPI預估漲幅將放緩至0.2%，

去年為1.2%。歐委會還預估歐

元區今年投資將減少13.3%。

用於疫情救濟的開支，預

計將把歐元區的預算赤字總規

模從去年GDP的0.6%提高至今

年的8.5%左右。歐元區債務規

模預計今年將升至相當於GDP

的102.7%，去年則為86%。

歐委會表示，疫情不但重

創消費者支出、工業生產、投

資、貿易往來、資本流動和供

應鏈，也嚴重打擊就業市場。

歐盟今年失業率預估從2019年

的 6.7%攀升至 9%，明年降至

8%左右。

預測面臨更大不確定性
歐委會強調，由於疫情前

景仍不明朗，此次經濟預測與

以往相比面臨更大不確定性。

假如疫情持續時間超出預期，

經濟衰退實際情況將更糟糕。

“壹場比目前設想的更嚴重、

更持久的全球大流行，可能導

致GDP下降的幅度遠遠超過預

期。”

根據歐洲疾病預防管制中

心的統計，歐洲感染病例迄今

超過110萬人，死亡人數超過

13.7萬人。疫情數據不明，檢

測率偏低，加上醫療系統捉襟

見肘，意味著疫情實際上更為

嚴重。

有報道稱，隨著歐洲大多

數國家疫情趨緩，人們正逐漸

重返工作崗位。不過，在憂心

第二波疫情暴發的情況下，歐

洲各國嚴格的公共衛生措施仍

未解除，如要重返正常生活至

少還要好幾個月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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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趨緩疫情趨緩 澎湖澎湖1313日起解除戶外戴口罩規定日起解除戶外戴口罩規定
（中央社）冠狀病毒疾病疫情趨緩，國內

連續29天無本土病例，澎湖縣長賴峰偉今天在
縣務會議宣布，自13日起解除戶外戴口罩規定
，但人潮聚集處與搭乘大眾運輸等仍應配戴口
罩。

賴峰偉並宣布，自13日起，放寬集會人數
上限為室內100人、戶外500人。

賴峰偉表示，（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
ID-19）疫情趨緩，台灣已連續 29 天無本土病
例，社區感染風險已大幅降低，因此決定自13
日起解除澎湖實施戶外戴口罩的規定，但仍必

須配合中央規定的社交距離，且在人潮擁擠場
所、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如交通船、遊艇時仍要
戴口罩。

賴峰偉說，今年3月疫情爆發期，縣府為
降低群聚感染風險，提高防疫標準，將集會活
動人數訂為室內30人、戶外50人以下，4月台
灣確診數下降，縣府放寬為室內 60 人、戶外
120人以下，13日起將比照中央標準，調整為室
內100人、戶外500人以下。

至於縣內八大行業營業標準，縣府配合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防疫新生活運動」指引

，要求業者在符合實名制、量體溫、社交距離
、消防安全檢查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合格的
情況下，才准予營業。

賴峰偉說，今年武漢肺炎爆發，澎湖歷經

大陸配偶返回澎潮、海外返國潮、土耳其旅遊
團等事件後，都維持零確診目標，面對下半年
防疫工作，縣府將全力以赴，全力恢復澎湖的
經濟活力。

（中央社）疫情衝擊外銷，業者訂單大減
，導致無法在進口原料後的1年半內，加工為成
品出口，並申請沖退當初進口原料關稅，關務
署表示，會儘速放寬，讓受疫情衝擊業者，沖
退稅期限可展延1年。

台灣為出口導向國家，不少產業以外銷為
主，進口原料後，在國內製成成品出口，按規
定，這類外銷品在出口時，業者可來申請沖退

當初原料進口時所繳納的關稅，不過須在進口
原料後的1年半內申請完成；實務上，包括電子
產業、電腦、工業等產業業者，都經常會進行
沖退稅。

財政部關務署副署長彭英偉表示，受
（2019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疫情衝擊，
先前有業者來反映，外銷訂單減少很多，銷量
暫時無法恢復，許多貨品沒辦法在進口原料後

的1年半內賣到國外，希望能延長申請期限，協
助解決困境。

彭英偉說，現行關稅法施行細則其實就有
相關規定， 「因天災、事變或不可抗力的事由
，廠房或生產設備被毀，須修復後始能開工生
產者，可申請延期沖退進口原物料關稅」，不
過，疫情雖然可視為 「事變」，但實務上不至
於導致廠房或生產設備損毀，按照原條文業者

很難申請適用，因此已著手修正規定。
彭英偉表示，5月5日已提報財政部修正

關稅法施行細則，預計很快能通過，放寬只要
是因天災、事變或不可抗力的事由，就能申請
延期沖退進口原物料關稅，不限廠房貨設備損
毀；受疫情衝擊業者，可申請展延1年沖退稅，
審核時也會從寬認定。

疫情衝擊外銷關務署將放寬沖退稅申請期限

銀行紓困貸款手續費
金管會：上限擬1萬元

（中央社）民進黨立委林楚茵今天質詢時
，促請金管會訂定銀行受理紓困合理手續費額
度與比例。對此，金管會主委顧立雄表示，希
望最高不要超過新台幣1萬元，相關方案應該這
一兩天就會訂出來。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衝擊
百工百業，林楚茵在立法院財政委員會質詢提
及，有公股在內的台北富邦銀受理紓困收手續
費，經民眾日前向立委陳情並經金管會重視，
已從 8 萬元砍到 3000 元，她詢問金管會，民營
行庫協助企業紓困這部分，手續費是否合理。

顧立雄表示，為符合比例原則，有些低額
的免收；一定金額以上的，就必須收合理的手
續費。

林楚茵質詢，不能只因為有民眾向立委陳

情所以才注意北富銀。截至5月6日止，民營銀
行受理紓困並核准的金額高達227億元，金管會
有沒有去普查所有銀行。

顧立雄答覆，金管會銀行局已全面對所有
銀行進行普查，目前看到有些是低額的免收，
有些會按一定金額、比例收取，有些是定額收
取。目前的資料，最高的定額收費大部分沒有
超過 1 萬元，民營銀行收取手續費大約 1000 元
到1萬元左右，有些較高的，則為1萬多一些。

他說，不談大的上億元或是幾十億元的貸
款案，手續費希望儘量不要超過1萬元。

面對林楚茵追問金管會最快訂出合理手續
費的時程，顧立雄表示，這個案子還沒有經過
內部討論，目前的想法是會訂出定額或是比例
收費的上限，應該這一兩天就會訂出來。

農漁民紓困申請 新竹區漁會採分流減少排隊人潮農漁民紓困申請 新竹區漁會採分流減少排隊人潮
行政院擴大辦理紓困補助行政院擴大辦理紓困補助，，農保被保人農保被保人、、漁會甲類會員可申請補貼漁會甲類會員可申請補貼。。新竹區漁會採分流方式新竹區漁會採分流方式

辦理辦理，，並加開櫃檯並加開櫃檯，，讓漁會會員可迅速讓漁會會員可迅速、、順利申請順利申請，，1111日上午已有不少漁民到場申辦日上午已有不少漁民到場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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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目前，日本國內共有超

200名10歲以下兒童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

，其中近9成為4月以後確診。對於兒童

感染人數激增這壹情況，日本相關專家

給出了預防方法。

據報道，截至5月4日，日本國內共

有242名10歲以下兒童感染新冠肺炎，這

些感染者主要分布在大都市圈，其中東

京都最多，為63人；大阪府和愛知縣分

列二三，分別為22人和15人。

報道稱，日本國內首例10歲以下兒

童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是在2月21日，

兒童感染人數壹直到3月底也不足30人

。但是進入4月後，這壹數字激增，在4

月12日達到100人後，僅過了13天便在4

月25日超過了200人，進入5月之後也有

多人被確診感染。

對於可能在學校內被感染的風險，

東京都醫師會理事川上壹惠表示，“老

師們應該對桌椅門窗進行消毒，同時監

督學生們洗手和漱口也非常重要。”同

時她還表示，由於低年級學生很難將

“有倦怠感”等癥狀通過語言準確表達

出來，老師和家長有必要註意孩子們的

行動和異常情況。

另壹方面，關於在家中身體出現異常的情況，日本

小兒科學會在其官網上提示，“如果沒有出現呼吸次數

變多和呼吸困難等類似肺炎的癥狀，不推薦就醫”，該

學會的理事森內浩幸也表示，“由於兒童發展成重癥的

風險不高，父母需註意不要給孩子過度壓力”。不過，

由於此前也發生過嬰幼兒發展為重癥的案例，森內指

出，“如果父母發現有明顯的癥狀，應盡快向醫生進

行咨詢。”

韓國三日無新增本地病例
轉入生活防疫階段

綜合報導 韓國連續三日無本地新增

病例，於6日結束45天的保持“社交距

離”措施，轉入生活防疫階段。

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截

至當地時間6日零時，韓國累計確診病

例10806個，過去24小時新增2例，均

為境外輸入病例。

隨著疫情態勢趨緩，韓國於6日進

入生活防疫階段。部分此前停業的國立

博物館、圖書館等機構將逐步啟用，學

校將於下周分階段開學。

韓國國務總理丁世均當天稱，生活

防疫階段是壹種有限制的恢復正常生活

；只有在遵守防疫規定基礎上，恢復經

濟、學校開課等才能實現。

韓國政府發布了生活防疫指南，

針對辦公機構、交通設施、大型場所

等進行詳細規定，例如要求單位可采

用靈活上班時間，有 5個以上職工出

現癥狀時需要接受病毒檢測；在超市

等地，佩戴口罩情況下要保持 1米以

上社交距離等。

韓國防疫部門表示，轉入生活防疫

並不意味著韓國完全戰勝了新冠肺炎疫

情，仍需保持警惕。目前，韓國暫未下

調應急響應級別，仍保持最高級“嚴

重”預警。

印尼確診新冠肺炎近1.25萬例
中企持續助力當地抗“疫”
綜合報導 印尼政府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事務發言人尤裏安托6

日下午通報，該國當天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367例，累計確診

12438例。其中治愈2317例、死亡895例。

自印尼3月份出現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印尼中資企業在做好自

身防疫工作同時紛紛伸出援手，持續捐款捐物、籌集急需醫療物資

助力該國各地抗“疫”。

5日下午，中國著名乳企伊利向印尼總統辦公廳捐贈防疫物資

交付儀式在該國總統辦公廳舉行，接收到10萬只醫用口罩、2000

套防護服和2000個護目鏡的印尼總統辦公廳專家團隊代表Ferdy表

示，這些物資將為印尼醫護人員和民眾健康帶來更好保護。

伊利印尼公司負責人介紹稱，於2018年登陸印尼的中國伊利，

市場已基本覆蓋該國全境。目前，其印尼工廠正在建設中，預計

在今年投產運營。新冠肺炎疫情在印尼發生以來，該公司通過

各種嚴密防控措施，保護了全體員工健康、保證了企業生產運營

正常運行。

據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提供的數據，截至目前，中國政府、地方

省市、中資企業等已經或正在籌備向印尼捐贈16萬多份檢測試劑

盒、12萬多只N95口罩、近400萬只醫用外科口罩、近15萬件防護

服、2.3萬副防護鏡、50多萬雙醫用手套、50套便攜式呼吸機及部

分額溫槍、血氧儀、人工智能診斷系統等醫療物資設備，有力幫助

了該國疫情防控。

菲律賓確診病例破萬
海岸警衛隊取樣能力日增五千

綜合報導 菲律賓衛生部發布數據顯示，

全菲當日新增確診感染新冠肺炎病患320人

，累計確診人數破萬，達到10004人。同日，由

菲律賓海岸警衛隊負責的65個新冠病毒測試取

樣攤位啟用，每日預計增加取樣5000人次。

當日新增的320病例中，179例來自呂宋島

的首都大馬尼拉地區；中部的米沙鄢98例，其余

43例來自其他地區。新增21個不治病例，死亡人

數累計658人；新增康復98例，累計1506例。

在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菲衛生部副部長

Maria Rosario Vergeire說，雖然確診和死亡人

數繼續攀升，但新增病例翻倍數延長至四天，死

亡人數翻倍的時間最近壹次是七天，這兩組數據

表明，該國確診及死亡倍增曲線開始“扁平化”

。Vergeire將倍增曲線趨緩歸因於菲政府推出了

系列隔離措施，從而贏得時間應對疫情。

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菲律賓政府3月

16日晚宣布，從3月17日起至4月13日，在

整個呂宋島(包括首都大馬尼拉地區)實施

“強化社區隔離”，除獲取基本生活物品外

，所有家庭實施嚴格的居家隔離；執法人員

負責實施有關隔離措施。

4月14日，菲政府宣布呂宋島“強化社區隔

離”政策延期至4月30日。4月29日，總統發言

人洛克表示，在大馬尼拉等8個地區“強化社區

隔離”延長至5月15日。截至發稿時，關於5月

15日是否能夠解除全呂宋島的“強化社區隔

離”，菲律賓朝野尚無定論。

五十余日的“強化社區隔離”

期內，菲衛生部通過增加檢測實

驗室、檢測亭，逐步加強全菲檢

測能力。Vergeire表示，目前，菲

律賓衛生部為超過12.4萬人進行

了新型冠狀病毒測試，其中，1.28

萬余人的病毒檢測呈陽性。

Vergeire同時表示，實際感

染人數可能高於報告的確診病

例數，因為有些送檢樣本等待

結果，而有些人尚待檢測。

事實上，菲律賓衛生部最

新公布的計劃是希望在5月底之前每天進行

至少3萬人次檢測，其中包括對有可能接觸

病患，但無癥狀的人群和醫護人員進行檢測

，從而確定該國新冠病毒流行的“全貌”。

菲律賓衛生部5日新聞通告顯示，6日起

由菲律賓海岸警衛隊負責，設立在Pala ci-

ode Maynila的65個測試攤位啟用，衛生人員

將每天24小時三班制輪值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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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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5月11日（星期一）4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趙雪馨

全部只單一
服用蛋白酶
抑制劑

41名患者
要用藥12天，
鼻咽拭子病毒檢
測才轉為陰性

發病7天或以後只服用
一、蛋白酶抑制劑
二、利巴韋林

34名患者
用蛋白酶抑制劑和
利巴韋林，與只用
蛋白酶抑制劑，治
療效果沒差異。

袁國勇與其團隊的有關研究，
在國際醫學期刊《刺針》

（The Lancet）中介紹，該團隊於
今年2月至3月期間，在瑪麗醫
院、東區醫院、律敦治醫院、基督
教聯合醫院、伊利沙伯醫院及屯門
醫院，招募了127名新冠病毒肺炎

病情由輕度至中度的患者。患者平均年齡為52
歲，其中54%即68名患者為男性，餘下46%即
59人為女性。
研究團隊將該批患者分為兩組：有86名患者隨
機編配入混合療法組別，其中52名患者在發病7

天內同時服用蛋白酶抑制劑、利巴韋林及注射干擾
素，餘下34名患者則在發病7天或以後只服用蛋白酶
抑制劑和利巴韋林。另一組41名患者則全部只單一服

用蛋白酶抑制劑，其中24人在發病7天內服用，另外
17人則發病7天或以後才服用。
研究結果顯示，在發病未夠7天的患者當中，使用

三種藥物混合療法有較佳效果，能夠快速抑壓體內病
毒量，平均用藥7天，患者的鼻咽拭子病毒檢測便轉
為陰性，較單一使用蛋白酶抑制劑的患者（對照組）
要用藥12天才轉為陰性，病毒傳播期的時間縮短了5
天。

干擾素或是關鍵成分
同時使用三種藥物的患者，其症狀緩解時間平均

只需要4天，較單一用藥的對照組病人要8天才紓緩症
狀，縮短了一半時間。混合療法組病人的住院時間，
亦較對照組病人縮短了5.5天，只是住院9天。

至於發病7天或以後的患者，用蛋白酶抑制劑和利

巴韋林，與只用蛋白酶抑制劑，治療效果則沒差異，
團隊認為三種藥物的混合療法中，干擾素可能是關鍵
成分。

療法安全 僅輕微腹瀉嘔吐
研究團隊指出，三種藥物的混合療法證明是安全

的，只有輕微的腹瀉和嘔吐情況，肝酵素上升問題亦
不常見，且在停止藥物治療後即可解決。

速抑壓病毒量 減醫護風險
袁國勇表示，早期治療輕微至中度個案時，使用

這三種藥物混合治療，能快速抑壓病人體內病毒量、
紓緩病情及減低醫護風險，團隊下一輪將會為重症病
人進行用藥的臨床研究，包括使用干擾素或其他藥物
的成效，檢視此混合療法對危重患者的效用。

��(���

三藥合治肺炎 4天緩解症狀
袁國勇：住院時間縮短5.5天 續臨床研究確認療法效用

美容院職員“復陽”病毒量傳染性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新冠

病毒疫情持續緩和，9日再度零確診，是連
續20天沒有新增本地感染病例，累計個案仍
維持1,045宗（包括一宗疑似個案），但9日
新增一宗“復陽”個案，患者為已出院的美
容院女職員，而測試數值顯示其病毒量低，
傳染他人的可能性亦相對低。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陳肇始表示，政府正研究擴大新冠肺炎
的病毒檢測範圍，包括主動為安老院舍長者
等進行檢測。

安排住隔離病房進一步治療
新增的“復陽”個案為第七百五十六宗確

診個案的33歲女患者，在Reenex美容院尖沙
咀iSQUARE分店擔任美容工作。連同這宗個
案，香港至今共錄得11宗“復陽”個案。

香港醫院管理局表示，病人4月25日已
康復出院，8日因身體不適並出現咳嗽而再
次入住廣華醫院。醫院為她進行新冠病毒測
試，結果呈陽性反應，但測試數值顯示其病
毒量低，傳染其他人的可能性亦相對低，然
而為謹慎起見，已安排她入住隔離病房接受
進一步治療，而她目前情況穩定。

醫管局續指，截至9日中午前的24小時
內，有7名確診病人康復出院，累計至今共
有967名確診或疑似病人康復出院，而目前
仍有74人分別在13間醫院留醫，其中1人情
況危殆、4人嚴重。
公立醫院同一時間共接收6男1女（年

齡由10歲至82歲） 符合呈報準則的病人，
已安排相關化驗，而目前公立醫院負壓病床
數目為1,231張，使用量36%；負壓病房數

目為666間，使用量48%。

研主動為高危群組檢測
陳肇始9日在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表

示，香港疫情雖然有所緩和，但仍難以在短
時間內完全消失，政府因此正籌劃在新常態
下的抗疫措施，如研究擴大新冠病毒的檢測
範圍，包括主動為高危群組如安老院舍的長
者、員工和巴士司機等檢測新冠病毒。

她續指，由於現時徵用作檢疫中心的駿
洋邨，日後需要交還，政府因此亦正研究建
立常設的檢疫設施。同時，葵青地區康健中
心將與醫管局合作，為新冠病毒康復者提供
支援，她期望地區康健中心不僅可擔當慢性
病預防的工作，還可在防疫抗疫工作中發揮
功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
區政府自3月23日推出嚴格的出入境限制政
策，嚴重打擊跨境就業者的生計。工聯會9
日促請政府有條件地逐步放寬出入境限制，
讓香港的經濟活動盡快恢復。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主任唐賡堯在記者會

上引述政府調查數據指出，2017年香港每日
有逾10萬人次跨境公幹，目前的出入境限制
不但影響商務發展，更嚴重打擊各口岸零售
及飲食店舖的生意。

對政府提3建議
海港運輸業總工會主席蘇栢燦在會上指

出，出入境限制導致港澳船全面停航，不少
船員被要求每月放10天無薪假。同時，不少
在內地居住的客運司機因出入境限制被迫
“滯留”香港，不但增加日常生活的開支，
亦影響其家庭生活。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主席陳兆華則表

示，各間巴士公司在疫情下縮減巴士班次至
少三成，車長收入在“零加班”下大幅減少

5,000港元至10,000港元，部分旅遊巴司機
及專線小巴司機亦須放無薪假。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指出，嚴格的出入境防

控措施重挫經濟，很多旅遊從業員失業逾半
年，要靠透支信用卡過活、酒店飲食業及運輸
業工人亦因開工不足，導致收入大減，大批在
內地居住或工作的港人亦受到嚴重影響。
他續說，香港和澳門及廣東等鄰近地區已

連續多日未有新增本地感染個案，澳門更已於
本月3日恢復港珠澳大橋口岸的正常通關時

間，廣東省9日亦調低疫情響應級別，故特區
政府應考慮有條件地逐步放寬出入境限制。

工聯會對政府提出3項建議：一、對疫
情受控的地區有條件地放寬出入境限制，如
在關口通過快速檢測，確認沒有感染便可以
進入香港；二、加強與鄰近地區溝通合作，
互認檢測結果，若持有身體健康證明的港人
可以在三地14天有效期豁免檢測；三、在嚴
格防控疫情和保持經濟社會正常運行之間取
得合理平衡，保障打工仔女就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局
長薛永恒9日表示，政府向全民派發可重用的“銅芯抗
疫”口罩，至今有260萬人登記，是非常大的鼓舞，但
明白坊間對有關口罩的專利和生產過程有意見或誤解。
他重申，“銅芯抗疫”的研發費用為實報實銷，並估計
可於8月公佈政府有關重用口罩的研發費用等賬目。

薛永恒：未來應改善與民溝通
薛永恒9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回應有人質疑“銅

芯抗疫”口罩未有採用2018年時獲獎口罩的弱磁場防污
染技術。他重申，“銅芯抗疫”口罩是獲獎口罩改良
版，滿足到重用60次的需要，但經一事長一智，未來應
改善跟市民溝通。
“如何將整個過程能有效跟市民溝通，因為過程中

如完全不提及原本專利或得獎，是對源頭的研發團隊一
個不尊重，但當然如我一開始不斷提及原本專利是怎
樣，如何改良，跟市民的溝通自不然失聚焦，於是如何
取得平衡，當時便稱得獎作品經改良，但改良我們沒有
說清楚。”他說。

研發費用實報實銷
針對有關口罩是否要涉及8億元（港元，下同）開

支時，他表示，“銅芯抗疫”的研發費用是實報實銷，
實質費用可能未必達此數，而後續疫情如未平復，政府
會再提供濾芯，這筆預算亦包括在內。

由於現時“未埋數”，加上有數十萬個兒童口罩未
製成，平均計算每個口罩要30元至40元，估計6月至7
月會有開支總數，8月至9月經核數師核實後，會開誠佈
公向外界交代。

倘招標今或無口罩派市民
薛永恒並重申，政府未有就項目招標，是由於2月

至3月時口罩供應緊張，倘堅持招標可能需時一至兩個
月，可能至今也未有口罩派發給市民，其團隊直接批予
晶苑國際生產口罩的決定艱難，但有承擔。他強調，一
早已網羅了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參與項目，而紡織
業界的翹楚或多或少一早與政府及研發中心有關係，而
最重要是有行之有效的利益申報機制，有需要時相關人
士要申報及避席會議，避免引起誤解。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9日獲口罩供應商同意
後，公開了4個原材料供應商的名稱，分別為益成無紡
布有限公司 、Argaman Technologies Ltd. 、溢達集
團、Y and K Textiles Ltd.。
其中，溢達集團副總裁楊敏賢為研發中心主席，但

已事先徵得創新科技署署長批准研發中心向溢達集團採
購，及在2月底向董事會會議上申報利益，而物料均以
成本價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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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倡有條件逐步放寬出入境限制

■■工聯會工聯會99日促請政府有條件地逐步放寬出入境限制日促請政府有條件地逐步放寬出入境限制。。

發病7天內同時服用
一、蛋白酶抑制劑
二、利巴韋林
三、注射干擾素

52名患者

4
天
內
完
全
緩
解
症
狀

對照組實驗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

袁國勇及其團隊研究發現，同時使用

干擾素、蛋白酶抑制劑及利巴韋林三

種抗病毒藥物，以治療發病初期的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能夠快速抑壓

患者體內的病毒數量，並能加快病人

的康復， 4天內便完全緩解患者的症

狀，住院時間較單一用藥的病人縮

短了5.5天。袁國勇表示要繼續

進行臨床研究，以進一步確

認混合藥物療法的效用。



AA88休城社區
星期二       2020年5月12日       Tuesday, May 12, 2020

駐休斯敦總領館聯合美國陳納德將軍基金會向駐休斯敦總領館聯合美國陳納德將軍基金會向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門羅市醫護人員提供抗疫慰問餐美國路易斯安那州門羅市醫護人員提供抗疫慰問餐

美國大航空公司與財政部達成協議美國大航空公司與財政部達成協議1010月之前不裁員月之前不裁員
在在CARESCARES法案資金用完後航空公司在法案資金用完後航空公司在1010月裁員月裁員3030％％

（本報訊）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5月
7日、8日，與美國陳納德將軍基金會合作
，向美國路州門羅市聖弗朗西斯醫學中心
的工作人員提供抗疫慰問餐，獲得當地醫
護人員和民眾讚譽。

蔡偉總領事在給門羅人民的信中說，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方始終本著公
開、透明、負責任態度，及時向世衛組織
以及包括美國在內的有關國家通報疫情信
息，包括第一時間發佈病毒基因序列等信
息，毫無保留地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治療經
驗，並儘己所能為有需要的國家提供支持
和援助。飛虎隊是中美兩國以及兩國人民

之間友誼的象徵，在疫情之初陳納德將軍
基金會曾向武漢捐款。我館與基金會聯手
向當地醫護人員提供餐食，表達對抗疫
“第一響應人”的慰問和感謝，也體現了
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深厚情誼。

當地醫護人員紛紛舉著“謝謝你”的
標牌，感謝總領館的善舉。陳納德將軍基
金會總裁、陳納德將軍外孫女嘉蘭惠、門
羅市市長等表示，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心
系門羅市人民，在此特殊時刻對奮斗在抗
疫一線的醫護工作者和當地企業給予援助
，這是美中兩國人民的友誼的充分體現，
門羅由衷感謝總領館。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由于冠狀病毒的影響由于冠狀病毒的影響，，各種業務運營各種業務運營
都急劇下降都急劇下降。。航空業務是在美國遭受重創的業務航空業務是在美國遭受重創的業務。。為了挽救美國航為了挽救美國航
空公司的業務空公司的業務，，美國財政部負責人已與各大航空公司達成協議美國財政部負責人已與各大航空公司達成協議，，
20202020年年1010月之前不裁員月之前不裁員。。美國航空美國航空，，美聯航和其他航空公司已同意美聯航和其他航空公司已同意
與美國財政部達成救助條款與美國財政部達成救助條款，，以避免在以避免在1010月之前裁員月之前裁員。。美國主要航美國主要航
空公司和財政部周二達成一項協議空公司和財政部周二達成一項協議，，提供數十億美元的冠狀病毒援提供數十億美元的冠狀病毒援
助助。。冠狀病毒救助計劃包含兩項對航空業的援助條款冠狀病毒救助計劃包含兩項對航空業的援助條款，，分為兩百五分為兩百五
十億美元的客運航空公司資金十億美元的客運航空公司資金：：工資補助金工資補助金，，實質上是對通過雇主實質上是對通過雇主
支付的航空工人的援助支付的航空工人的援助，，以及貸款以及貸款，，旨在幫助向陷入困境的人們注旨在幫助向陷入困境的人們注
入流動性入流動性。。週二的協議圍繞著工資發放週二的協議圍繞著工資發放。。冠狀病毒救援計劃的預算冠狀病毒救援計劃的預算
中中，，客運航空公司的撥款高達客運航空公司的撥款高達250250億美元億美元，，貨運航空公司的撥款高貨運航空公司的撥款高
達達4040億美元億美元。。還將為航空公司承包商預留還將為航空公司承包商預留3030億美元億美元。。

根據美國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Steven Mnuchin）的聲明，
阿拉斯加航空，Allegiant航空，美國航空，達美航空，邊境航空公
司，夏威夷航空，捷藍航空，聯合航空，SkyWest航空和西南航空均
申請了這筆贈款。美國航空在一份新聞稿和給員工的單獨備忘錄中
表示，已收到58億美元的薪金援助。這筆款項將分為41億美元的贈
款和17億美元的貸款。在給全體員工的備忘錄中，達美航空表示將
獲得54億美元，其中包括一筆無抵押的低息10年期16億美元貸款
。聯合航空公司確認已達成交易，但未立即透露金額細節。該航空
公司在一份聲明中說，它“期待在未來幾天內與財政部完成最終協
議。” 美國聯合航空公司已警告其部分員工，該航空公司將在未來
幾個月內大幅減少工時和人員。

在一份約有11,500名員工的備忘錄中，聯合航空（UAL）人力
資源主管Kate Gebo說，在美國政府CARES法案的資金用完後，該
公司的管理和行政團隊可能會在10月份裁員30％ 。美國所有主要航
空公司的高管都表示，他們預計客運需求的嚴重下滑將持續到明年
，而且要恢復到2019年的水平，還需要花費數年的時間。因此，他
們都暗示，從長遠來看，他們將需要縮小規模。美聯航對其不工會

員工的聲明是任何一家航空公司首
次說明裁員的深度。除了未來的裁
員外，航空公司還要求這些不工會
員工休20天無薪假。有些人被要求
每週工作四天。

聯合航空公司在一份聲明中表
示，儘管可以根據《 CARES 法案
》獲得 35 億美元的贈款和高達 60
億美元的聯邦貸款，但它只能大刀
闊斧地削減開支。該航空公司表示
：“在可預見的未來，旅行需求基
本上為零，即使聯邦政府提供了覆
蓋我們9月30日薪金支出的一部分
的費用，我們仍預計在接下來的幾
個月中將比我們的收入多花費數十
億美元。” “這對任何公司來說都
是不可持續的。”《 CARES 法》
附帶一項要求，即到9月底，不允
許航空公司進行非自願裁員或休假
或減薪。允許他們向員工提供收購
方案，或要求他們採取自願的未付
或部分付薪假。

聯合航空公司還將許多工會代
表的工作時間削減為兼職。代表
27,000名行李搬運工，客戶服務員
工和其他在停機坪維修飛機上工作
的員工的機械師工會於週二提起訴訟，要求阻止減少的工作時間。
該訴訟稱，從5月24日起，航空公司將其成員每週減少30個小時，
並給予他們5月13日之前的時間，以決定是否接受減少的時間或休
假，退休或永久離開公司。該訴訟辯稱，給予僱員的選擇違反了

CARES法和工會與曼聯的勞動合同。工會部負責人邁克•克萊姆說
：“對於聯合航空公司以虛假藉口來獲得聯邦資金的說法是虛假的
，因為它將在9月之前保護工人，然後轉過身來為他們最忠誠的員
工奮鬥以在這場大流行中生存下來。”

為了挽救美國航空公司的業務為了挽救美國航空公司的業務，，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Steven MnuchinSteven Mnuchin））已與各大航空已與各大航空
公司達成協議公司達成協議，，20202020年年1010月之前不裁員月之前不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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