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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 合 報 道 】 Facebook Messenger Line
Weibo Twitter Telegram 複製連結全球新冠疫
情自爆發以來已逾7個月，如今疫情並未減緩
，反而有加速趨勢。據路透社統計，全球新冠
肺炎確診於 17 日統計累計超過 1400 萬，也是
首度 100 小時內增加 100 萬人染疫。此外，在
單日確診中，此外，美國新冠疫情仍是全球最
為嚴重的國家，全球17日單日確診的23.7萬人
中，美國就佔了近三分之一，同一時間確診數
為7.7萬人。

路透社報導指出，自大陸武漢傳出首起病
例後，過了3個月才累積100萬例，如今卻只
花了 4 天時間，就從 13 日的 1300 萬例增加到

1400萬例。目前有超過360萬人確診、疫情最
為嚴峻的美國，在第一波疫情的每日新增確診
人數仍日日攀升。 ，17日逾7.7萬人感染，不
僅打破全球單日新增確診紀錄，更在全球23.7
萬新增確診中，佔了近三分之一。

路透社根據各國政府報告的統計顯示，美
洲疫情發展最快速，佔全球感染人數逾半，病
故人數則佔一半。美國至今已有364萬人確診
、13萬人死亡；而同樣在美洲的巴西，確診數
已達204萬、7.7人死亡，確診與死亡數皆排名
第 2。排名第 3 的印度也剛於近日突破百萬確
診。世界衛生組織（WHO）表示，17日新增
確診多為來自上述國家。

全球首次全球首次100100小時內增百萬確診小時內增百萬確診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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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17日，哈薩克斯坦衛生部部長阿列克謝.崔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自8月1日起
，哈薩克斯坦將改變對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的統計方式，新冠病毒檢測陰性但臨床表現以及流行病
症狀均與新冠肺炎一致的肺炎病例將被納入新冠肺炎的統計數據。

阿列克謝.崔指出，為了保障新冠肺炎和肺炎統計數據的透明度，哈衛生部確定了統計數據登
記和信息化的新方法。根據同世衛組織歐洲區域辦事處的技術磋商，決定對新冠肺炎病例採用新
的國際疾病鑑定標准進行編碼和登記。他還表示，經過幾個月積累的臨床經驗進行的研究結果，
發現部分肺炎與新冠肺炎病例有相似性，因此哈衛生部認為要對它們使用共同的治療策略。當天

早些時候，哈薩克斯坦總統託卡耶夫責成政府統一流行疫情的統計數據，表示除了新冠肺炎外，
肺炎也在嚴重危害公民的身體健康，與肺炎有關的信息，無論多麼嚴重，社會都有知情權，只有
基於公開透明和值得信任的信息，我們才能團結起來盡快戰勝當前面臨的疫情。

據哈衛生部數據，今年1月1日一7月15日，哈累計確診234187例肺炎，較去年同期增加3.3
倍，其中包括病毒性肺炎、細菌性肺炎以及部分無法定性的肺炎病例。今年上半年哈肺炎死亡率
同2019年同期持平，但6月出現了增長趨勢，1月1日一7月15日，哈因肺炎死亡3327人，2019年
同期為1896人。

（綜合報導)韓國檢方當天以涉嫌妨礙防疫工作為由，傳喚調查89歲
的“新天地”教會會長李萬熙。這也是韓國疫情暴發以來，李萬熙首次
接受傳喚調查。
今年2月，大邱“新天地”教會成為韓國疫情暴發的中心，截至6月底，
韓國確診病例中，有超過40%都是“新天地”教會的信徒。

然而，以李萬熙為首的教會核心人員，卻拒不配合政府防疫工作，
他們提交虛假的信徒名單和集會地址，涉嫌銷毀證據。此外，新天地還

涉嫌以不正當手段獲取價值100多億韓元的地產，以及轉移教會捐款等
。

今年3月1日，時任首爾市長樸元淳對包含李萬熙在內的“新天地”
核心成員12人以殺人罪等提起檢控。在強大的壓力下，次日（3月2日）
，李萬熙首度公開露面，在記者會上跪地謝罪。

7月8日，韓國警方以涉嫌違反傳染病預防法、妨礙執行公務罪和銷
毀證據為由，將“新天地”京畿道果川市總部的3名成員拘捕。

南歐要錢北歐要省南歐要錢北歐要省，，歐盟峰會上分歧太大歐盟峰會上分歧太大

哈薩克斯坦自哈薩克斯坦自88月月11日起合併公佈新冠肺炎和肺炎統計數據日起合併公佈新冠肺炎和肺炎統計數據

8989歲新天地會長被傳喚歲新天地會長被傳喚 曾在首爾市長施壓後下跪道歉曾在首爾市長施壓後下跪道歉

（綜合報導）英國衛報報導，時隔5個
月，歐盟首次舉行領導人會晤，但他們就
182萬歐元的預算和經濟復甦方案的條款仍
然無法達成一致，輪值歐盟的德國總理默克
爾警告說，談判可能會拖入第二波，引發更
多動盪。

西班牙首相佩德羅•桑切斯在布魯塞爾
告訴其他領導人，他們有義務就應對大蕭條
以來前所未有的經濟衰退達成一致。

意大利的朱塞佩•孔特對他的評論表示
贊同，他的國家和西班牙一樣，是受新冠大
流行打擊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並面臨毀滅性
的經濟衰退。

本次峰會定於週六結束，但目前輪值歐
盟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對各位領導人之間的團
結程度，表達了明顯的悲觀。

她抵達會場時說，“分歧仍然很大，所
以我不能預測我們這次會取得結果。談判值
得一試，但我們也要現實一點。如果我們要
實現對歐洲有利的目標，那麼的確確實需要
每個人都做出讓步。在這方面，我預計談判
會非常困難。”

默克爾和法國總統馬克龍達成了一致，
支持在資本市場上借款7500億歐元，為歐盟

的複蘇計劃提供資金的方案，但在計劃的規
模、現金分配的條件以及附加條件等方面存
在分歧。

歐盟下一個七年期預算將於明年開始，
在達成協議方面也存在重大障礙。荷蘭、奧
地利、瑞典和丹麥這些所謂的節約型國家正
在遊說減少開支。丹麥首相梅特•弗雷德里
克森表示，她計劃推動削減開支。她說：
“我們不贊成在布魯塞爾花更多的錢。”
然而，歐洲議會希望放鬆錢包，並威脅要阻
止歐洲理事會主席查爾斯•米歇爾提出的在
7年內花費1.074萬億歐元的提案，這一數額
比之前提出的要小。

荷蘭首相馬克•呂特表示，鑑於雙方的
分歧，他認為達成協議的可能性“不到50%
”。他說，“更重要的是，到最後，內容比
速度更重要。軟弱的妥協不會讓歐洲走得更
遠。”

呂特表示，匈牙利拒絕在回收基金的分
配上附加任何法治條件，這可能是“一個非
常大的問題”。匈牙利領導人歐爾班•維克
托威脅稱，將否決任何涉及歐盟委員會將國
內施政治理與歐盟救濟權掛鉤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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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在美國民權運動
之領袖英雄人物約翰路易
斯及可狄威武亞昨天同時
去世，路易士是喬治亞州
選出之國會議，二十一歲
時就追隨金恩博士投入反
種族運動，曾經坐過四十
五次牢， 他被認為是國會
非裔聯盟之締造者，他同
時主張以非暴力手段來爭
取民權，當他二十叁歲時
，曾經是一九六叁年華盛
頓大遊行集會上之主講人
，這位因癌症而病逝的鬥
士曾獲得奧巴馬總統頒授之最高國民勳章。

在同一天去世的另外一位民權鬥士威武亞
，早年也是金恩博士的左右手，在六十年代他
曾經在南方各大城市登上巴士公共交通工具，
確定再沒有黑人乘客被隔離，他並且在南方組
織了黑人教會大聯盟， 推動社會教育。

我們回顧美國之近代民權運動史，在六O
年代，南方各州仍然實施種族隔離政策，餐廳
、巴士、學校是黑白分開，更不要說投票等權
利了。

今天我們華亞裔社區，絕大部分是六O年
代之後移居美國，我們今天能享受到的公民權
利 都是這批拋頭顱、灑熱血而犧牲奮鬥之成果

。
由美南集團國際貿易中心在萊斯大學舉辦

的美非經貿高峯會上，我們曾經邀請美國前駐
聯合國大使安德魯楊為主講人，並頒發表揚狀
，感謝非裔社區對爭取民權之重大貢獻。

歷史是一面重要的明鏡，我們一定要飲水
思源，今天我們在這瑰土地上能享受之一切公
民投票、居住、 自由之權利，必須抱著感恩之
心情。

疫情病毒給我們帶來了災難，非裔社區遭
到空前的不幸，我們更應該體諒他們的處境，
只有團結在一起，從教育、經濟著手，來基本
改變大的環境，才是國家之福。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77//1818//20202020

Civil rights legend Rep. John Lewis died yesterday
after a battle with cancer. He was 80.
Lewis served as the U.S. representative for
Georgia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Rev. Cordy Vivian also passed away at age 95 of
natural causes. The two towering figures of the
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 were followers of
the late Dr. Martin Luther King since the early1960
’s.

Lewis became involved i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t the age of 15 years old and served 17 terms in
Congress since he was first elected in 1986.

Tributes to Lewis are pouring in
from politicians, world leaders and
former U.S. presidents.

We as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also want to express
our sincere condolences to this
great man.

Ever since the early 1960’s,
there is still racial segregation in
this country. The sacrifices of Dr.
King and these two civil rights
giants notwithstanding, we still
cannot get equal rights and equal
opportunity to come to this land.

Today because our nation is
facing so many issues including

racial strife and an economic downturn, we need to
be united to help each other, especially in the
African-American and minority communities.
Because without education and a strong economy,
there cannot be an equal chance at a time when
the nation faces even more problems.

History is a mirror for us. When we look back many
years ago, the civil right movement was really
turning this country around. We hope that all of us
can learn about their past accomplishments. We
hope our nation will become more harmonious and
peaceful.

America Mourns TwoAmerica Mourns Two
Civil Rights HeroesCivil Rights Heroes

同悼兩位殞落的民權鬥士同悼兩位殞落的民權鬥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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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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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蝸居小公寓到渴望大房間
疫情改變巴西人住房需求

巴西房屋租賃平臺QuintoAndar近日

公布的數據顯示，在新冠疫情導致的社

會隔離期間，巴西人對大型公寓的需求

已出現增長。人們希望擁有分隔開的房

間和屬於自己的遠程工作空間，對房子

的渴望也逐漸上升。

疫情期間大面積住房需求上升
據報道，根據該平臺的數據，4月6

日至5月25日期間，四居室越來越受歡

迎，出租房屋數量增加了67%。在同壹

時期，兩居室和三居室的出租數量也出

現小幅增長，分別增加了4%和6%。

據介紹，26歲的設計師斯塔貝爾就

是壹個被狹小空間限制的例子。她和男

友在保利斯塔大道旁邊的壹所35平方米

的工作室居住了兩年之後，不得不去尋

找壹個更大的住所。

在社會隔離措施實施之前，壹切都

很順利。她和男友白天在外面工作，晚

上回到工作室居住。但隨著新冠病毒大

流行的到來，他們兩個人的工作全都轉

為家庭辦公模式，於是他們不得不設置

兩個工作空間，生活空間被進壹步縮小

。朱莉婭說道，“壹起生活變得非常困

難，因為住所中甚至沒有壹面能夠把我

們分隔開的門。”

除此之外，她與

自己心理醫生的咨詢

活動也無法在保證隱

私的情況下進行。由

於沒辦法每周去醫生

辦公室進行咨詢，朱

莉婭只能在男友去市

場購物或外出健身時

與心理醫生進行視頻

交流。

巴西房地產公司

Grupo ZAP進行了壹

項名為“新冠病毒對巴西房地產市場的

影響”的調查，證實了人們對於分隔空

間的追求。調查顯示，目前正在尋找新

住房的受訪者中，有67%認為有分隔開

的房間很重要或非常重要。

此外，住所附近有良好的社區服務，

對於65%的受訪者而言也非常重要。有

60%想要視野開闊的房子，還有同樣比例的

受訪者希望找到壹個帶有陽臺的住房。

小面積公寓已成過去？
報道稱，該國裏約熱內盧市區域房

產經紀人協會主管卡瓦爾坎蒂表示，

“經紀人們建議不要再推薦面積過小的

公寓，現在最重要的是房屋中是否有能

夠進行遠程工作的單獨空間。”

另外，數字房地產初創企業Loft的

壹項調查也顯示，有45%的客戶在社會

隔離期間，開始考慮換用面積更大的公

寓。並且，在要求更大空間的客戶中，

有70%希望擁有壹處專門用於遠程工作

的區域。

即使如此，巴西瓦加斯基金會應用經

濟研究院項目協調員卡斯特洛認為，現在

談論(房地產)最終趨勢還為時過早。

她認為，“選擇小面積公寓的原因

之壹是收入限制，因此現在的這些變化

只是壹種利基市場現象。如果家庭辦公

模式真正得到大範圍應用，那麼中產階

級和高層階級會考慮更大的住房。”

“推特”疑遭黑客攻擊
拜登、蓋茨等人賬號中招

綜合報導 推特遭黑客大規模入侵，包括比爾· 蓋茨、特斯拉CEO馬

斯克及美國前副總統拜登、蘋果公司官方推特等多位名人及企業賬號中

招。黑客及比特幣相關話題已沖上推特熱搜榜。目前尚沒有特朗普推特

賬號被黑客攻擊的消息。

福克斯新聞網報道稱，從前副總統拜登到現任大公司負責人，在推

特上人氣頗高的多個著名賬號均遭到黑客攻擊，發布了募集比特幣捐款

的推文。福克斯新聞網報道稱，15日有人在推特上發布推文稱，“我在

回饋社區。所有寄往以下地址的比特幣將加倍退回！如果妳寄1000美元

，我就回寄2000美元。只做30分鐘。隨後，這些推文附上比特幣錢包的

相關代碼。”

福克斯報道稱，包括比爾· 蓋茨、埃隆· 馬斯克、傑夫· 貝佐斯和

邁克· 布隆伯格在內的商界領袖分享了這些推文，這些推文後來被刪

除。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 拜登和前總統奧巴馬也在推特上轉發了這

條消息。

報道稱，比爾· 蓋茨的壹位發言人已經證實，“他本人並沒有發送

這條推文。”“我們可以確定這條推文不是比爾· 蓋茨發的。”發言人

說，“這似乎是推特面臨更大問題的壹部分。推特已經意識到並在努力

恢復他的賬戶。”

美國“雙子星”交易所首席執行官、科技投資者泰勒· 溫克萊沃斯

(Tyler Winklevoss)表示，包括“雙子星”、Coinbase、Binance和CoinDesk

在內的加密貨幣相關賬戶也遭到黑客攻擊，並發送了與詐騙相關的推文

。“千萬別點鏈接！”溫克萊沃斯警告說。

截至目前，與“黑客”“比特幣”有關的話題已經沖上推特熱搜榜

，引發網友熱議。

英國公布脫歐後移民政策計劃
計劃於2021年實施

綜合報導 英國內政大臣普麗蒂· 帕特爾公布了英國準備在脫歐後立

即開始實行的新移民政策計劃。

當天公布的最新計劃共有130頁，以積分制為基礎，劃定未來到英

國生活和工作的長期簽證申請者資格。新政策將從英國結束脫歐過渡期

脫離歐盟後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

按照計劃，英國長期居留的申請者必須達到積分70分。對申請者的

強制性要求包括，必須擁有政府擬定的合格職業清單所認定的工作，同

時能說英語，這將包括50個積分，另外申請者年薪必須達到20480英鎊(

約合人民幣18萬元)。

擁有與職業相關的博士學位、年薪超過25600英鎊等，將成為申請

者可以獲得額外加分的條件。此外，得到英國人力“短缺”職位例如護

理、土木工程專業的人員也可獲得額外加分。

英國媒體評論稱，英國對移民政策進行的重大改變將為英國吸引全

球人才打開大門。

但英國新移民政策中有壹項內容引起了英國輿論關註，就是對

護理人員的政策傾斜只針對在英國國家衛生系統工作的人員，而在

護理機構工作的人員不能享受額外加分的待遇。英國政府稱，此項

措施是為了激勵護理機構投入更多資金，訓練和開發包括英國公民

在內的已經在英國的勞動力成為護理人員；政府已經提供額外資金

開展這項工作。

班克西在倫敦地鐵塗鴉籲戴口罩
因違反規定遭清除

綜合報導 英國知名塗鴉

藝術家班克西(Banksy)又有受

疫情啟發的新作品。他在個

人社交網站賬戶發布的視頻

顯示，他手持噴槍，在倫敦

地鐵車廂內

進行創作，

呼籲乘客戴

口罩。然而，

目前這些作品

已經遭到清

除。

視頻中，

班克西裝扮

成防疫的消

毒工人，身

穿白色保護衣和橙色熒光背

心，戴上口罩、護目鏡和手

套，手持噴槍，走入地鐵車

廂。

從影片中可看到，他在

車廂各處塗鴉多只老鼠，每

只都動作逗趣。有壹只老鼠

正在打噴嚏，噴出的飛沫噴

灑到窗戶上。有兩只老鼠把

口罩當作降落傘，從空中飄

下。還有壹只老鼠被口罩纏

住頭，躺在椅背上掙紮。

班克西還在車廂內留下

他的大名，旁邊是壹只老鼠

用尾巴吊掛在握桿上，手裏

拿著消毒液。

影片的最後從車廂內朝

月臺方向拍攝，可看到月臺

墻上有壹段文字“我被禁足”

(I get lockdown)，而關閉的車

門則顯示出另壹段文字“但

我再度站起”(But I get up

again)。而班克西在發布視頻

時配文則是“若妳不戴口罩

，妳就不能。”(If you don't

mask - you don't get)

而根據英國廣播公司

(BBC)報道，倫敦交通局(TfL)

表示，雖然很感激班克西作

品“傳達鼓勵民眾遮蓋臉部

的訊息”，但基於“嚴格的

禁止塗鴉原則”，這些塗鴉

已經在“數天前”遭到清除。

不過，倫敦交通局也表

示，希望提供再壹次機會，

讓班克西把訊息留在適當場

所，傳達給乘客。

希臘已在暴發第二波疫情路上？
政府加強防疫措施

綜合報導 據歐聯網援引希臘歐聯通

訊社報道，希臘在重啟旅遊業的路上繼

續前進，本周及下周將恢復英國、瑞典

的直航航班，同時考慮在7月底，恢復

往返美國等非歐盟國家航班。另壹方面

，希臘輸入型病例不斷增加，本地感染

數量有上升跡象。政府頒布限制社區聚

集的防疫措施。流行病學家警告說，希

臘或已經在“暴發第二波疫情的路上”

。

據希臘衛生部當地時間13日傍晚公

布的統計數字，希臘當天新增24例新冠

確診病例，累計確診3826例，累計死亡

193例。

當天，希臘政府發言人佩特薩斯宣

布，7月15日將恢復希臘-英國的往返直

航航班，22日恢復希臘-瑞典的往返直航

航班。希臘政府還計劃在7月底之前，

恢復與美國等非歐盟國家的直航航班，

但旅客入境的前提是，需要出示新冠病

毒檢測陰性報告。

針對在與保加利亞接壤的普羅瑪霍

納斯邊境口岸，出現大量新冠確診病例

的情況，希臘當局正集中力量在包括普

羅瑪霍納斯在內的陸路邊境口岸，加強

檢測。數據顯示，7月1日至11日，在希

臘邊境共進行67797次病毒檢測，其中

218人檢測結果為陽性，占比約0.35%。

有希臘醫學專家認為，如果目前輸

入新冠確診病例的情況繼續發展，到8

月底，輸入病例數量將會超過1200例。

雅典大學流行病學助理教授馬吉奧

基尼斯稱，當希臘政府在5月底至6月初

決定，重啟希臘旅遊業時，德國、意大

利、塞爾維亞和以色列等國的疫情，與

今天大不相同。

據報道，希臘衛生官員除了擔心大

量無癥狀的新冠患者進入希臘外，還擔

心他們在未被隔離前，到旅遊景點觀光

，無法追蹤和隔離曾與患者有過接觸的

人群。加上希臘民眾對防疫措施松懈，

可能會導致疫情局部爆發。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思 13日與政府

高級官員及衛生專家開會，評估當前

疫情形勢和商討防疫措施。政府發言

人佩特薩斯說，在 7 月底之前，希臘

社區的宗教慶祝活動以及大型集會活

動將會停止，但限制措施不包括家庭

聚會。

報道指出，主要反對黨激進左翼聯

盟則批評當局，安排混亂：在禁止社區

宗教慶祝活動的同時，卻允許疫情嚴重

國家的航班在希臘降落。

近期以來，希臘本地感染數量也有

上升的跡象。希臘馬其頓西部地區、塞

薩洛尼基市以及包括雅典在內的阿提卡

大區，都不同程度地有確診病例出現。

尤其令人擔心的是，最近在科紮尼市發

現的9例確診患者中，有7例的感染源頭

和途徑暫時不明。

希臘流行病學家警告說，希臘可能

已經在“暴發第二波疫情的路上”。



亞洲時局 AA55
星期日       2020年7月19日       Sunday, July 19, 2020

印
度
累
計
新
冠
病
例
數
超9

0

萬
例

綜合報導 據印度衛生部門公布的數據

，過去24小時中，全國新增28498例新冠病

例，累計達906752例。

同時，過去24小時印度全國新增553例

死亡病例，累計達23727例。值得註意的是

，印度新冠治愈率已經達到63.02%。其中德

裏地區的治愈率達79.98%，遠高於全國平均

水平。

《今日印度》援引印度醫學研究委員會

的介紹說，截至7月13日，全國已經對1200

萬個樣本進行了檢測。僅在7月13日當天，

就檢測了逾28萬個樣本。樣本檢測數量的擴

大，有利於快速篩選出確診病例。

《印度斯坦時報》報道說，特倫甘納邦

、卡納塔克邦、安得拉邦等南部地區的新增

病例數在近期有明顯增長。比如卡納塔克邦

從7月14日至22日進行新壹輪的封鎖，目前

已有近4.2萬例新冠病例。該邦衛生部長預

測說，在未來1個月內，總病例數可能會翻

倍。

在班加羅爾，目前每天20時至次日5時

是封鎖時間，只有緊急服務類業務才能運營

。此外，商店會在每天5時至12時向民眾出

售必要的生活物資；除緊急事項外，公私車

輛都不準外出行駛。

印度是繼美國、巴西之後，新冠病例累

計確診數量全球第三多的國家。

日政府將7月暴雨指定為特定緊急災害

將助推生活重建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關於對日本九

州及長野、岐阜兩縣等大範圍地區造成嚴重損失的

7月暴雨，日本政府14日在內閣會議上指定為“特

定緊急災害”，將減輕災民負擔，助推生活重建。

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在記者會上強調：“希望

消除災民們的不安，使他們早日恢復安心的生活。

”日本政府還決定支出2020年度預算中的預備費

22億日元。

此外，資不抵債企業的破產手續啟動決定可保

留2年。逝者財產繼承人判斷繼承或放棄的時期可

延長至明年3月。即使藥店停業關門等法令方面的

申報延誤，也不追究行政及刑事責任，受災造成的

民事調停申訴所需手續費將免除3年。

駕照有效期將延長至12月28日。其他成為延

長對象的執照將由各省廳另行公示。在過去的災害

中，駕照、營業執照等成為了對象。災民可推遲更

新手續，這也將減輕忙於復原相關業務的行政機構

負擔。

對象地區將根據每項特例措施由各省廳決定，

將《災害救助法》適用地區列為對象的情況很多。

截至14日，長野、岐阜、福岡、熊本、大分和鹿

兒島6縣的61個市町村適用該法。

特定緊急災害的指定綜合考慮死亡和失蹤人數

、住宅受損等情況並作出判斷。其他被指定的還有

1995年阪神大地震、2004年新潟縣中越地震、2011

年東日本大地震、2016年熊本地震，2018年西日本

暴雨、2019年第19號臺風“海貝思”。

防疫工作放首位，越南政府多管齊下推進經濟復蘇
隨著疫情趨緩，越南政府采取多項措施促進經

濟復蘇。這段時間，政府已指導制定經濟復蘇前景

的情景，其中對每個行業、領域、地方、企業地區

等的復蘇計劃進行細化。

釋放新希望，越南經濟開始進入新常態
統計總局的統計數據顯示，在5月，即實施放

松社會距離措施後的第壹月份，越南經濟開始進入

新常態，並釋放新希望。

恢復生產的企業共5056家，增長32.7%。其中

，商品零售總額和消費服務營業額環比增長26.9%

；工業生產指數環比增長11.2%，出口環比增長

5.2%。報告指出，實施社會距離措施後，經濟逐漸

恢復正常運轉。

文章同時指出，要面對的困難仍然重重。同樣

在5月，貿易與服務營收額環比增加26.9%，但同

比下降4.8%。2020年前5個月，商品零售總額和消

費服務營業額同比下降3.9%。

商品進出口活動也遭受疫情造成的嚴重影響，

因此訂單量下降。4月商品出口額僅為175.83億美

元，比預計數據下跌21.17億美元。而在5月，上述

數據有所上漲，為185億美元，環比上升5.2%。

2020 年前 5個月，越南實現貿易順差額為 19 億

美元。

政府總理咨詢組成員阮德姜認為，疫情導致全

球貿易大幅下降。疫情造成的損失難以預測，因為

其多依賴於各國所采取的防疫措施之效果，以及世

界尋找疫苗的時間。

不過，阮德姜指出，如果在衛生方面上控

制好疫情、做好阻止疫情重新暴發的工作，並

推動經濟重新正常運轉的話，可以避免其後果，

即金融危機。

防疫工作放首位，實施三步驟經濟調控工作
文章稱，越南政府總理已經要求各部門機構、

各地方政府搶救企業，不讓企業崩潰導致多米諾骨

牌效應發生。

數萬億越盾通過凍結債務、下調利率、減免稅

費等不同形式湧入國民經濟，旨在與企業並肩渡過

困難。此外，激發國內消費需求也有助於及時為生

產經營領域恢復、穩定市場以等待加速機會造出輻

射效應。

為了幫助企業化解生產經營中的困難，管

理者明確要大力采取更加配套的措施。因此

，與各地方政府舉行視頻會議後，計劃投資

部、政府辦公廳及有關部門機構，已攜手核

查與完善政府有關采取措施化解困難的新決

議草案。

計劃投資部副部長陳國芳表示，該部已經

建議實施由三個步驟組成

的經濟調控工作。其壹，

在疫情正在蔓延時，把防

疫工作放在首位，經濟發

展工作的重點為維持與最

大限度地減少疫情造成的

影響。

其二，在疫情風險及

負面影響有所減輕的當今

時期，該部已經上報並建

議政府逐漸重啟經濟活動

，首先是恢復國內經濟。

對於國外經濟，由於疫情

仍在世界多國復雜多變，因

此越南經濟尚未完全重新開放，應把防疫與發展經

濟相結合。

其三，在疫情在全世界上得以控制的未來

內，該部將集中研究抓住機遇來促進國內經濟

發展。當然其要求每個產品、每家企業的結構

及發展方向乃至整個經濟結構大有改變，以抓

好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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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五遙四就位
天問將探火星

7月下旬至8月上旬擇機發射 邁出行星探測第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務院扶貧辦
17日消息，由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成員帶隊的22
個督查組即將在中西部22個省份開展2020年脫貧攻堅
督查工作。

依據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脫貧攻堅督
查巡查工作辦法》《2020年中央和國家機關督查檢查考
核計劃》要求，近日，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開展
2020年脫貧攻堅督查工作。

此次督查的主要任務是，對中西部22個省份脫
貧攻堅專項巡視“回頭看”、成效考核、“不忘初
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檢視問題、問題排查等發現
問題整改工作開展督查，堅持目標導向、問題導向、
結果導向，與基層共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確保如
期高質量完成脫貧攻堅目標任務。

據介紹，此次督查重點關注貧困勞動力外出務
工、消費扶貧、公益崗位、易地扶貧搬遷後續幫扶等
工作，同時關注各地克服疫情影響情況、防止返貧監
測和幫扶情況、防範洪澇地質災害等風險情況、脫貧
攻堅普查前期準備情況等。對2019年退出貧困縣進
行抽查，重點檢查退出質量，特別是“兩不愁三保
障”（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
安全有保障）實現情況。

穗獎勵運營港澳遊艇自由行企業 國
務
院
啟
脫
貧
攻
堅
督
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香港文匯報記者17日從廣州黃埔區獲
悉，近日，該區印發實施新版《廣州市黃埔
區、廣州開發區、廣州高新區進一步促進現
代航運服務業發展辦法》（編者註：三區合
一，稱謂上屬於經濟概念與行政概念差
別），從項目落戶、經營貢獻、企業精英、
辦公用房、能級提升、產業集聚、航運文化
推廣等7個方面對相關企業、項目和個人進
行獎勵。根據新政，對於開通運營港澳遊艇
自由行、國際郵輪遊船航線等航線的企業和
機構，該區將給予每年最高2,000萬元（人民
幣，下同）的運營獎勵。

2017年7月，該區出台“航運10條”1.0
政策，而此次新政在保持最高獎勵總額不變的
情況下，實施差別化的獎勵扶持，提高註冊資
本要求、降低獎勵標準，並按營收、經濟貢獻

分期給予獎勵。

將吸引更多優質項目集聚
在項目落戶方面，此次新政針對高端航運

服務業設置落戶獎，參考行業的規模、特點，
從補短板、強鏈條的角度出發，對各細分行業
實施差別化獎勵，並將企業的營業收入和經濟
發展貢獻作為落戶獎必要條件，吸引更多優質
航運服務業項目在區內集聚發展。例如，對新
設立的航運金融（類金融）、航運交易、郵輪
遊艇遊船服務的企業，實繳註冊資本5,000萬
元以上，且營業收入、地方經濟發展貢獻達到
一定規模的，最高獎勵300萬元。

同時，今次推出的“航運10條”2.0版新
增能級提升獎，鼓勵郵輪遊艇遊船企業及相關
服務企業在該區開展航線營運和水上休閒旅遊
服務，對開發運營黃埔國際郵輪遊船航線、珠

江遊黃埔航線、港澳遊艇自由行等航線的企業
和機構，給予每年最高2,000萬元的運營獎
勵。

據悉，自2017年“航運10條”政策實施
以來，吸引一大批企業落戶和加碼投資。目
前，該區共引進了廣州遠洋運輸有限公司、廣
州九星航運有限公司、廣東南洋國際物流有限
公司（外資）等近50家代表性現代航運服務業
企業，吸引了廣州港合誠融資擔保有限公司、
廣州港研究院、粵港澳大灣區航運研究院等新
興港航服務機構落地發展。

據悉，位於該區的黃埔國際郵輪城項目和
穗港碼頭的新華穗港城兩大郵輪遊艇項目已於
去年動工，其中，新華穗港城將建設穗港澳出
入境大樓、穗港澳遊艇自由行碼頭、穗港澳直
升機客運站等，將打造成為對接香港尖沙咀中
港城的高端商貿口岸。

國家航天局表示，長征五號遙四運載
火箭於5月底運抵中國文昌航天發射

場後，按照飛行任務測試發射流程，陸續
完成了總裝、測試等各項準備工作。7月
17日上午8時許，活動發射平台駛出發射
場垂直測試廠房，平穩行駛約2小時後，
將長征五號遙四運載火箭安全轉運至發射
區。後續，在完成火箭功能檢查和聯合測
試工作，並確認最終狀態後，火箭將加注
推進劑，按計劃實施發射。

8對輪組控制發射平台行進
長五運載火箭的轉運過程，很有看

點。長五火箭活動發射平台長近30米，寬
20多米，加上臍帶塔高度近70米，重
2,000餘噸，是目前中國體型最大、承載
能力最強、系統最複雜、技術最先進的發
射平台。然而，這樣龐然大物定位精度卻

能達±5毫米。
據介紹，平台由16台電機控制對應

的8對輪組，可以實現在兩條平行軌道上
的啟動、加速、勻速、減速、停車等功
能、實現發射平台0.8～30米每分鐘的行
進速度。要精準到毫米級停車精度，主要
靠兩個功能。一個是一次定位，在平台行
走到發射工位前，觸發“前端定位傳感
器”，使速度由0.8米每分鐘降為0。另一
個就是二次定位，能讓活動發射平台按照
10、15、20、25毫米的4個檔位進行前後
微動，以實現毫米級定位。

官方明確，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的
發射窗口是在7月下旬到8月上旬。依照
以往慣例，當長五火箭轉至發射區就位
後，首選發射窗口應該約在此後的一周左
右。這次任務，是長征五號系列運載火箭
首次應用性發射，也是中國運載火箭首次

執行地球-火星轉移軌道發射任務。

衛星測控中心改造工作完成
另據報道，為滿足中國首次火星探測

任務需求，西安衛星測控中心對地面測控
通信系統進行了適應性改造。“天問一
號”火星探測器進入地火轉移軌道後，西
安衛星測控中心喀什深空站、佳木斯深空
站將為其提供全程測控支持。相比探月任
務，火星探測器最遠探測距離將近4億公
里，地火轉移時間近7個月，對測控通信
系統提出更高要求。西安衛星測控中心兩
個深空站重點對頻率綜合系統、多功能數
字基帶、監視和控制系統設備軟硬件進行
升級，為執行相關任務提供更加穩定、更
加強大的測控保障。目前，改造工作及各
項針對性測試工作已全面完成，性能指標
滿足“天問一號”任務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即將啟程，“天問一

號”17日已在中國文昌航天發射場發射區就

位。據國家航天局消息，中國計劃於7月下旬

到8月上旬“窗口期”擇機實施中國首次火星

探測任務，即行星探測工程“天問一號”任

務。這次任務擬通過一次發射，實現火星環

繞、着陸和巡視探測，獲取火星探測科學數

據，將邁出中國行星探測的第一步。

■長征五號遙四運載火箭轉運現場。 國家航天新聞宣傳中心供圖

多國探測火星準備進度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2020年7月至8月是火星探測活動的窗口期，除中國外，美國的“毅力號”火星探測器和阿聯酋的“希望號”火
星探測器也計劃於2020年飛向火星，歐空局與俄羅斯合作的計劃受疫情影響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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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阿聯酋火星探測器將在何
時發射？有什麼特點？

A：阿聯酋“希望號”火星探測器，
由於發射地日本的天氣原因，已兩次
推遲。最新的發射時間暫定為7月20
日至22日之間。該項目得到美國科
學家的幫助，發射由日本的火箭承
擔。

據報道，“希望號”升空後，計
劃將飛行近5億公里，並於2021年2
月抵達火星軌道。屆時，“希望號”
將像氣象衛星一樣，繞火星做近赤道
軌道運行，收集星球上不同區域在不
同季節和不同時間的全天候氣象數

據，還有其他相關數據，幫助地球上
的科學家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火星的
氣候條件。

Q：美國“毅力號”火星探測
器的發射時間和探測計劃是什
麼？

A：NASA預計在7月30日發射“毅
力號”火星探測器，將於明年2月降
落在傑澤羅隕石坑。其着陸地點是火
星上35億年前曾是河流三角洲的區
域，“毅力號”希望探尋古微生物的
遺蹟。

報道稱，“毅力號”最重要的

儀器是兩台鐳射激光器和一台 X
射線機器，當射線投射到岩石上
時，可以分析岩石的化學成分，
識別可能的有機化合物。同時搭
載的還有一架1.8公斤的實驗性迷
你直升機“機智號”，NASA希望
它能成為第一架在其他星球上飛
行的直升機。

Q：歐空局與俄羅斯合作的火
星探測計劃進展如何？

A：歐洲航天局在今年3月宣布，原
定於今年發射的ExoMars漫遊車任
務，由於技術問題和全球新冠病毒爆
發的影響，計劃推遲到了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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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再有安老院舍出現感染群組。繼

早前慈雲山港泰護老中心爆發新冠病毒疫

情後，黃竹坑東華三院賽馬會朗逸居 17

日亦有三名員工及院友確診染疫。香港衞

生防護中心相信是環境污染或是人傳人，並認為有關院舍環境較乾淨及寬敞，適

合其他院友在原址檢疫隔離，而職員則會送往檢疫中心隔離。港泰護老中心則再

多兩人確診。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很遺憾再

有院舍出現個案，但暫未見到朗逸居會如港泰護老中心一樣高比例確診，對香港

院舍感染情況不太悲觀。

港再有院舍爆疫 朗逸居三確診
料環境污染或人傳人 院舍乾淨寬敞院友原址隔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新冠肺炎疫情再添一亡魂，一名
71歲、居於北角城市花園的女病
人，16日因心臟停頓被送入律敦治
醫院救治，而病毒檢測顯示其初步
確診新冠肺炎，該名婦人送院後情
況轉差，搶救後仍然持續惡化，延
至17日下午1時不幸離世，而死者
已證實確診，令新冠病毒疫情的死
亡人數增至11人。

香港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
（質素及標準）劉家獻17日在疫情
簡報會上表示，該名71歲女患者是
第1707宗個案，她本身患有糖尿病
以及高血壓，入院前四天曾向家庭
醫生求診，而她有上呼吸道病徵。

16日晚10時，其家人發現該患
者昏迷不醒，更心臟停頓，立即報
警求助，她被送至律敦治醫院搶
救。院方為她進行新冠病毒檢驗呈
初步確診，而病毒指數更相當高，
病人其後情況轉差，搶救後持續惡
化，17日午終告不治，院方對病人
離世表示感到難過，會對其家人提
供適切協助。
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

病處主任張竹君指出，患者後來再
做檢測證實為確診個案，因此是新
冠疫情的新增死亡個案，令累計死
亡個案增加至11宗，但其感染源頭
則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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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日的確診個案中，有五宗新增個案與安
老院舍相關，其中三宗來自黃竹坑東華三

院賽馬會朗逸居，最先發病的是在一樓工作的
44歲女照顧員（個案1691），居於香港仔石排
灣邨碧園樓。她周三（15日）開始發燒及咳
嗽，而她近月一直休假，至7月12日下午返回朗
逸居工作一日，之後繼續休假。

一名住該院舍二樓的92歲女院友（個案
1700）其後亦確診，她本周四（16日）開始發
燒及咳嗽，過去14日沒有在醫院留醫，亦未曾
離開院舍。餘下一名在該院舍同層工作的56歲
女登記護士亦證實染疫（個案1708），居於香
港仔漁光村順風樓，17日出現發燒症狀，而其
並無外遊記錄，工作期間也沒有發燒和不適情
況，並有按照院舍既定防疫機制及指引工作。

朗逸居其中一名確診員工的丈夫，於鴨脷
洲惠風街“張記小廚”任職，他已被隔離並進行
病毒測試，今日將有結果，而“張記小廚”亦休
息兩天為全舖清潔消毒。

崗位非重疊 職員隨意走
朗逸居院舍位於黃竹坑南朗山道的東華三

院賽馬會松朗安老綜合中心，綜合中心共分九
層，2016年投入服務，其中朗逸居提供167個長
期照顧宿位，為體弱並缺乏自我照顧能力的長
者，提供膳宿、起居照顧、護理及醫療、復康、
輔導及各類康樂活動等服務。綜合中心其餘設施
包括非牟利自費單位的賽馬會朗愉居，以及賽馬
會朗愉日間中心。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

暫不知該院舍三名確診人士的感染途徑，相信是
環境污染或是人傳人，綜合中心內不同單位的工

作人員並非重疊，分開工作，但職員可以隨意走
動。
她續說，衞生防護中心及社署人員前晚已

到場視察，院舍環境乾淨寬敞，適合其他院友在
原址檢疫隔離，而食環署會進行大清洗及消毒，
衞生署人員在場監察，確保符合檢疫條件。現場
所見，衞生防護中心人員17日到院舍派發樣本
瓶。

東華三院表示，已安排朗逸居全部院友和
職員接受病毒測試，暫有七名院友及六名職員列
為密切接觸者，分別要在原單位及進入檢疫中心
接受檢疫。朗逸居一樓及二樓即日起進行28日
醫學監察。

東華三院續指，事件發生後全院已即時進
行消毒，並每天最少兩次以漂白水消毒院舍，
此外亦停止院友及職員與其他單位及外界人士
接觸。

林正財：社區爆發下難避免
港泰護老中心17日則再多兩宗確診，分別

是一名57歲男職員及一名79歲男院友。兩人早
前已被送往檢疫中心，男職員近日有咳嗽及喉嚨
痕癢症狀，而男院友亦有咳嗽和精神轉差，兩人
確診後已由檢疫中心送院。

林正財對再出現安老院舍群組感染表示十
分不幸，但指在現今有較多社區爆發情況下很難
避免，估計較大可能是員工在社區感染後帶入院
舍，而這幾乎無法預防。今次涉事的朗逸居衞生
環境較好，暫未見到該群組會如港泰護老中心般
出現高比例確診。他並對目前香港院舍感染情況
不太悲觀，料不會出現如外國院舍般大規模感染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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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第三波新冠
肺炎疫情持續，17日新增的50宗本地確診個案，
不少與先前的感染群組有關，其中慈雲山食肆群
組，以及慈雲山中心和街市群組仍是重災區。

根據香港衞生防護中心資料，慈雲山食肆群
組（百匯軒、薀莎餐廳、翠河餐廳）17日再增7宗
確診個案，包括第1662宗個案的78歲女患者，她
曾到百匯軒，其55歲女兒（第1703宗個案）同樣

確診；第1666宗個案的36歲女患者，則曾往薀莎
餐廳及百匯軒；第1682宗個案和第1683宗個案分
別為6歲男童和66歲男子，兩人與第1567宗及
1683宗個案是一家人，而第1567宗個案是薀莎餐
廳廚房工；第1698宗個案的55歲男患者和1702宗
個案的59歲男患者，均曾光顧翠河餐廳。
至於慈雲山中心及街市群組，17日則新增5宗

確診個案，包括第1667宗個案，該個案的47歲女

患者，在慈雲山中心街市菜檔工作；第1668宗個案
的51歲女患者，則於慈雲山中心元氣壽司洗碗；第
1669宗個案的59歲男患者，與第1570宗個案患者
於同一個慈雲山中心街市菜檔工作；而第1680宗個
案的58歲男患者是慈雲山中心的保安員；第1686
宗個案的69歲女患者亦在慈雲山中心任洗碗工人。

其餘群組還包括茶餐廳群組，亦新增兩宗確
診，包括第1660宗個案的71歲男患者及1701宗
個案的69歲男患者，他們與第1456宗及1649宗
個案的確診者有關連，而1456宗為坪石邨彬記
茶餐廳食客。

慈雲山食肆群組再增7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再有安老院舍
出現群組感染，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中文
大學醫學院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17日表示，透
過暫停探訪和大規模病毒檢測兩項措施，應該能阻止
疫情在安老院擴散，並建議長者在院舍內亦應佩戴口
罩。安老業界人士謝偉鴻則直言，院舍“中招”屬防
不勝防，好似“睇彩數”，希望全民配合戴口罩，減
低職員感染風險。
許樹昌17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若然

安老院舍出現疫情大爆發，死亡率將會很高，因為
大部分長者本身都有長期病患，感染新冠病毒後病
情會更嚴重，治療時間亦會更長，會加重公營醫療
系統負荷。

疫情突反彈 已再收緊措施
對今次黃竹坑賽馬會朗逸居群組感染，他認為

可能是早前院舍開放探訪時，有院友家人受感染而
將病毒帶入內，“所以一定要暫停探訪”。
政府早前宣布會安排檢測機構為安老院舍、殘疾

院舍和護養院員工進行病毒檢測。他認為進行大規模
檢測，有助防止病毒在院舍擴散，並建議為所有其他

原因入院的長者也進行檢測，以便盡早發現感染者。
香港買位安老服務議會主席謝偉鴻表示，業界

由疫情最初爆發以來一直十分重視，早前一直嚴格
執行不准探訪政策，大多院舍至6月底才放寬探訪政
策，但一個多星期後疫情反彈，已再度收緊措施。
他坦言最近出現院舍群組感染，實屬“防不勝防，
講得唔好聽係睇彩數”。

他解釋，香港安老院運營模式以家居照顧為
主，一般照顧員未曾接受深層的護理訓練，院舍亦
沒有相關器材，難與醫院的防感染控制條件相比，
但大部分院舍已盡力防疫。

他以自己參與經營的院舍為例，指職員每日測
量兩次體溫，工作時不但要佩戴外科口罩，最近還
加配防飛沫面罩；外來人員送貨都是將貨物擺在門
口，噴灑消毒藥水後再拿進院內。

謝偉鴻說：“香港有那麼多間院舍，雖然管理
水平不一，但做好防疫不單止係為老人家，亦係保
護自己，相信大家都有盡做。”但他指現時不僅要
院舍自身做足準備防疫，還需要政府及社會的共同
努力，因職員始終要出街、搭車，希望全民戴口
罩，政府亦應提升檢測率。

專家倡停探訪大規模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再有人
暴力違抗“車船口罩令”，17日一名中年男
子在大埔登上巴士後脫下口罩，車長和乘客
紛紛出言相勸，但男子情緒激動拒絕戴上口
罩，更亮出菜刀揮舞。警方到場拔槍警告，
並施放胡椒噴劑將他制服，以涉嫌刑事恐嚇
及藏有攻擊性武器將他拘捕。
17日下午3時，一名男子在大埔中心巴

士總站，登上74X線九巴後脫下口罩，姓張
（54歲）男車長及乘客出言相勸，男子仍拒
絕戴口罩，又出言恐嚇車長，其後悻悻然下
車，但取出一把菜刀向巴士站長揮舞，站長
大驚報警處理。

男子其後向安邦路大埔中心方向逃去，

警方接報在附近兜截，發現男子經行人天橋
走到寶湖花園商場，當時仍手持菜刀。
據網上片段所見，當時該名男子在商場

一樓平台與最少6名警員對峙，有軍裝警員
分持圓盾和警棍。男子用菜刀指向警員，眾
警不斷逼近男子並多次大聲警告男子棄刀，
但男子未有理會。其中一名軍裝警向男子面
部噴射胡椒噴霧，另一名警員則擎槍指向男
子警告。男子不停用衣服抹面，但未有放下
菜刀，其後眾警衝前將男子按地制服。

警方表示，該男子姓葉（47歲），涉嫌
刑事恐嚇及藏有攻擊性武器及被捕，並送往
那打素醫院檢查，案件交由大埔警區刑事調
查隊跟進。

中年漢脫罩兼揮刀 警擎槍噴椒制服

■警員施放胡椒噴霧制服持刀男。 視頻截圖

■在17日的確診個案中，有五宗新增個案與安老院舍相關，其中
三宗來自黃竹坑東華三院賽馬會朗逸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綜合中心
門外貼出暫
停 探 訪 告
示。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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