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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約視訊門診 接受多家保險〉

呂汶錫醫學博士  Kevin Lyu, M.D.
骨科(不開刀)/關節炎/疼痛/運動醫學

    專精:

- 退化性關節炎、膝蓋痛、骨折

- 各種扭傷、拉傷、肌腱炎、五十肩

- 背痛、坐骨神經痛、足底筋膜炎等

電話: 713-799-2300
Email: Drkevinlyu@fondren.com
Offices: Sugarland, Medical Center

美通過胰島素價格上限美通過胰島素價格上限 每月不超過每月不超過3535美元美元
（中央社華盛頓31日綜合外電報導）美國

聯邦眾議院今天通過一項法案，將把胰島素價格
限制在每月35美元以內。這對美國數百萬糖尿
病患來說是個福音，因為他們通常每月得花好幾
百美元買胰島素。

法新社報導，藥品定價問題多年來一直困擾
著美國政界人士。在所有工業化國家中，美國的
年醫療支出最高，達人均約1.1萬美元

眾議院以232票贊成和193票反對，表決通
過該法案，將患者的胰島素自付費用限制在每月
35美元。

根據路透社，目前這款救命藥物的一個月平
均藥價為375美元，最高可達1000美元，導致
部分病患略過所需劑量。

在眾議院辯論期間，負責監督衛生政策的委
員會主席、民主黨眾議員帕隆（Frank Pallone
）說： 「任何病患都不該因為負擔不起費用而對
胰島素省著點用，這會讓病患有健康風險，在某
些情況下，甚至會付出喪命代價。」

該法案將要求私人醫療保險公司將一個月胰
島素供應價格設定在不超過35美元，或計劃協
商價格的25%，以較低的價格為準，從2023年
開始對部分患者實施，2024年普及所有病患。

根據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epartment）委託的 2020年
一項研究，美國有740萬成年人使用胰島素來控
制糖尿病，而美國胰島素的成本是其他富裕國家
的8倍。

美國眾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
說： 「這是個民生議題：民眾有辦法支付帳
單嗎？對我們來說，這是朝（政府）能夠談
判降低胰島素以外藥品價格的方向邁出的一
步。」

眾議院以232票對193票通過這項法案
，部分共和黨人也加入民主黨陣營投下贊成
票，目前法案送交參議院審議。

目前還不清楚是否有任何法案能獲得在參議
院所需的共和黨10票支持，但關於這個影響到
全體選民的問題，一些反對黨議員也表現興趣。

阿拉巴馬州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塔伯維爾
（Tommy Tuberville）告訴美國新聞網站Axios
： 「我支持這種讓我們能夠真正幫助人民的法案

，太多的人每月支付數千美元來維持生命。」
賽諾菲（Sanofi SA）、禮來（Eli Lilly and

Co）與諾和諾德公司（Novo Nordisk）這3家
公司的胰島素，在美國市占率約90%。 「人造
」 人類胰島素早在1920年代發明，但消費者成
本卻逐年增加。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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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With the advent of the 5G
era, our newly built
Houston International
Studio will be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for our media business.

First of all, we will start to
host diplomatic
roundtables with local
diplomats and have
instant exchanges and
talks around the world.
And we will publish
special news editions for
various countries to
celebrate their national
days in our daily
newspaper.

We also will invite many

financial experts to host
talk shows to discuss the
current economies in
several regions of the
world. Many local ethnic
communities, such as
Lebanon, Mexico and the
Philippines theaters can
combine the newspaper
articles and TV show
programming together for
their readers and viewers.

Southern TV Junior Host
training camp will begin
on June 5th. This year we
are also preparing
another talent training
course, including singing,
piano and violin
instruction and more, and

will invite the best
instructors to cultivate our
next generatio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and
sport exchanges have
been the most popular
media events in the
world, such as boxing
and the Miss International
Beauty Pageant which we
are actively organizing.

There are so many ways
you can watch all our
shows. Just start by going
to scdaily.com online and
search for ITalkBB. You
can also go to Google
and YouTube online and
search for our name,

STV, then go to local
Channel 15.3.

We will continue to make

the effort to bring you all
the current updates to
serve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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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News Group WillSouthern News Group Will
Innovate AgainInnovate Again

隨著5G時代之來臨，我們新建的美南环球劇
坊全面啟動，將是美南傳媒走進一個新時代之
開始。
首先是打開和主流媒體及國際外交文化之

交流，我們將透過舞台上之巨大視頻，邀請
各國駐在休斯敦之外交代表總領事和華府高層
對話，並和他們國家之首長即時視訊交流，

為各國之總領馆出版國慶專刊，促進和當地國
之宣傳和交往。
美南電視已聘請財經專家定時綫上綫下對

話，並和黎巴嫩、墨西哥、菲律賓等社區報
發行人，協助他們把平面及電視社群媒體結合
，創建未來生存發展之空间。
美南小主持人訓練營即將從六月五日起開

學，我們也正在籌備其他歌唱、鋼琴、小提
琴等才藝訓練班，邀請最優秀的教師，透過
電視大屏幕，為我們年輕下一代培養出才智雙
全的好青年，培訓課程將是我們今後非常重要
的發展項目。
國際文化體育交流是當時全世界最流行的

媒體項目，諸如拳擊大賽轉播，國際小姐選
美大賽，都是我們在積極籌辦之中。
美南日報也將進行改版，我們將加強每日

社論專欄及僑社及地方新聞，並將在一稿二用
之情況下让每晚之電視新闻更加充實。
社群媒體將加強人員負責编排，其中最主

要的是美南新聞官網、 YouTube 、臉書、微
信，將快簡正確，資訊新聞即時更新。
目前，我們也在加州洛杉磯派駐特派記者

，定時報導加卅華人社區新聞，加州和全球
观眾可以下列方式接收我們的節目：

1進入scdaily.com網頁
2 ITalkBB訂戶請到地方電視台查美南新聞
3。到Google或YouTube中找美南電視
4。 app找southern news group
5。休斯敦地區請上無線電視台15.3

我們將不断繼續前進，努力更新為大家服務。

美南傳媒將再度革新美南傳媒將再度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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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烏克蘭危機爆發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多輪制裁，不光凍結了後者的海外資產
，甚至連貓和樹都不放過，實在讓人匪夷所思。但普京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軟柿子，他隨即將所有參與對俄製裁的國
家和地區列入報復名單，並表示將對他們實施反制裁。

和西方國家人多勢眾相比，莫斯科某種程度上確實處於劣勢，但俄羅斯手中擁有足以讓他們感覺到疼的殺手鐧
，那就是能源。據媒體4月2日的報導，俄總統普京日前簽署了總統令，要求自4月1日起，所有“不友好國家和地
區”購買俄羅斯的天然氣都用盧布支付。

這一招等於直接打到了西方的痛處，而且將其之前的製裁化解了一大半，在上個月，西方國家將俄踢出SWIFT
國際支付系統，凍結了其全部外匯，可拜登政府覺得還不夠狠，率先停止進口俄羅斯能源，呼籲其他小弟效仿，誓
要把莫斯科往牆角逼。

不過，華盛頓一套組合拳下來，收效確實很明顯，盧布應聲跌了一半，被人嘲笑“淪為廢紙”。但普京出招後
，等於是逼著西方國家大量買入盧布，果然匯率一路高歌猛進，又重新回到俄烏衝突之前的水平，不得不說，俄羅
斯能源大棒一揮下去，直接點了西方的“死穴”。

當然了，歐盟肯定是不願意接受俄羅斯的條件的，可天然氣又不能不買，於是歐盟委員會在1日當天向全部27
個成員喊話，要求各國不要接受普京的要求，呼籲大家“團結起來”。歐盟委員會發言人則聲稱，當初簽署的能源
供應合同明確規定用歐元和美元支付，所以必須按合同寫的來，其還揚言歐盟將對俄方進行“統一回應”。
坦白講，正常情況下國家也好，企業也罷，做生意遵守合同是基本要求，但現在哪還是什麼正常情況，美國聯合歐
盟都把刀架在俄羅斯脖子上了，生死存亡之際，還講個什麼規則，更何況西方當初制裁時也沒遵循過國際法。

不過，搞笑的是，俄羅斯還沒來得及應對歐盟的“抱團”抵制，他們便自己先“散架”了。據悉，歐盟領導人
日前在布魯塞爾舉行了一次非正式會談，而主要議題就是天然氣盧布結算法令，儘管歐盟官方沒有就會談發表任何聲明，英國兩家媒體的知情人士卻表示，匈牙利投下了唯一的反對票，後者的立場
是，用什麼貨幣支付應該由公司決定，歐盟不應介入。
隨後，匈牙利總理歐爾班也直言，若沒有來自俄羅斯的能源，該國將沒有別的能源可用。按照歐盟規定，涉及外交的政策需要27個成員國一致通過，所以匈牙利相當於一票否決了歐盟的決定。

事實上，一開始很多人看衰俄羅斯，認為能源全世界都有得買，沒必要用俄羅斯的，而隨著一些國家宣布降低對俄能源依賴，輿論開始往對莫斯科非常不利的方向走。可事情哪有那麼簡單，歐
盟一半以上的能源產品需要進口，其中俄羅斯提供了四成的天然氣和煤，以及三成的石油，想將如此高的進口比例短時間清零，是根本不可能辦到的事。
相反，如果俄羅斯切斷出口，則會使歐盟陷入能源危機，進而引發社會局勢動盪。換言之，歐盟不像美國能源基本可以自給自足，其沒有什麼討價還價的底氣。

2626：：11歐盟要求成員國抵制俄天然氣歐盟要求成員國抵制俄天然氣
盧布結算令盧布結算令，，被匈牙利一票否決被匈牙利一票否決

（綜合報導）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當地時間4月1日晚，日本外相林
芳正以首相岸田文雄特使的身份出訪波蘭，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討論接收烏克蘭難
民問題，併計劃在返程時用所乘公務機帶回部分難民。

據報導，林芳正計劃在4月2日視察難民收容設施以及和相關機構負責人交換
意見，並在3日和波蘭政府人士進行會晤。

目前，日本政府計劃讓部分有意願前往日本的難民跟隨林芳正的返程專機赴日
，當地的日本大使館正在進行具體的意向調查。

日本外相出訪波蘭日本外相出訪波蘭 計劃接收烏克蘭難民計劃接收烏克蘭難民

（綜合報導）波蘭總理馬特烏斯•莫拉維茨基今天承認，西方國家實施的對俄製裁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盧布走強就是證明。
莫拉維茨基稱，俄羅斯盧布的匯率已經回到侵略烏克蘭之前的水平，這一結果讓人失望。一些受到本國企業壓力的歐洲領導人宣稱，他們想要
恢復正常狀態。但波蘭對此堅決反對。

如果歐洲不能團結起來，幫助烏克蘭捍衛它的主權和自由。歐洲所受的羞辱和歐洲展現出的軟弱將被俄羅斯利用。未來，誰會相信歐洲將
採取行動，去捍衛普世價值，捍衛自由？

波蘭總理進一步指出，歐洲需要與美國一道，引入更為強硬的製裁。歐洲必須團結一致，沒收俄羅斯人的財產。凍結俄羅斯人儲存在歐洲
銀行中的數千億美元是不夠的，必須將這些錢沒收，使其
成為新的歐洲資金的來源，幫助有需要的人。

莫拉維茨基還在發言中批評了俄聯邦政府要求西方
“以盧布購買俄羅斯天然氣”的要求。華沙認為，俄羅斯
的要求是公開敲詐：“這種勒索用在波蘭身上是沒有任何
效果的，我們不會屈服於俄羅斯的勒索，希望德國和奧地

利也不要同意用盧布購買天然氣。”（波蘭每年從俄羅斯購買多達10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它與俄羅斯的購氣合
同將於2022年底到期，華沙已決定不延長合同）。

俄羅斯自2月24日在烏克蘭實施特別軍事行動後，西方國家已實施了4輪制裁。美國政府稱，西方國家的聯
合製裁已導致俄羅斯經濟陷入低谷，盧布崩潰，現在的俄羅斯政府正人為抬高本國貨幣。

目前歐盟已在起草第5輪對俄製裁方案。

波蘭波蘭：：制裁沒達到預期的效果制裁沒達到預期的效果，，必須沒收俄羅斯的數千億美元必須沒收俄羅斯的數千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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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公司報告：
全球100個空氣汙染最嚴重地點 印度占63個

綜合報導 瑞士空氣質量技術公司

IQAIR日前公布的《2021年全球空氣質量

報告》顯示，印度的空氣汙染狀況在2021

年惡化，結束了3年來空氣質量改善的趨

勢。

印度PM2.5（測控空氣汙染程度的一

個重要指數）平均值爲每立方米58.1微克

，是世界衛生組織（WHO）空氣質量參考

值的10倍多，印度沒有一個城市達到世衛

組織的標准。

印度北部的情況更爲糟糕。德裏連續

第四年成爲世界上汙染最嚴重的首都，汙

染水平比前一年增加近15%。這裏的空氣

汙染水平幾乎比世衛組織的安全限值高20

倍，PM2.5年平均值爲每立方米96.4微克

，而安全限值爲5。

雖然德裏的空氣汙染在全球排名第四

，但更糟糕的是世界上汙染最嚴重的地方

是拉賈斯坦邦的比瓦迪，其次是北方邦的

加濟阿巴德。在汙染最嚴重的15個城市中

，有10個位于印度，大部分位于首都周圍

。

報告還發現，世界上空氣汙染最嚴重

的100個地點當中，印度占了63

個。其中一半以上在哈裏亞納

邦和北方邦。芝加哥大學開發

的一項空氣質量“生命指數”

顯示，如果德裏和勒克瑙的空

氣質量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的標

准，居民預期壽命大約可以增

加10年左右。

報道指出，印度空氣汙染的

主要來源包括車輛排放、燃煤發

電廠、工業廢物、用于烹饪的生

物質燃燒和建築業。事實上，去

年11月，德裏周圍的幾家大型發電廠以及

許多工廠首次因爲嚴重的空氣汙染而關閉

。這場危機給印度造成的經濟損失估計每

年超過1500億美元。對健康的影響嚴重得

多，據估計，每分鍾有3人死于空氣汙染

，此外空氣汙染還導致心髒病和肺病以及

其他許多嚴重疾病。

印度政府2021的數據也表明，德裏、

加爾各答和孟買的空氣質量惡化。印度議

會最近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去年德裏空

氣質量“差”到“嚴重”的天數爲168天

，高于去年的139天，一年內激增21%。

然而，當被問及印度在這份世界空氣

質量報告中表現不佳時，印度政府拒絕這

樣的排名，稱其主要是基于衛星和其他次

級數據，沒有經過“適當的地面事實”驗

證。

IQAIR則指出，其數據“完全”基于

地面傳感器。其報告還指出，中國的空

氣質量在2021繼續改善。事實上，首都

北京繼續保持了 5年來空氣質量改善的

趨勢。

歐盟金融機構批準希臘
提前償還18億歐元貸款

綜合報導 歐盟金融機構批准希臘提前償還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的希臘救助性貸款。報道稱，希臘提前全額償還IMF救助性貸款，

向市場發出了關于該國資金狀況的積極信號。這將對希臘公共債務狀況

産生積極影響，並爲國家財政節約許多預算。

持有希臘約一半公共債務的歐盟穩定機制(ESM)與歐盟金融穩定基

金(EFSF)發表聲明說：“我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們將繼續與希臘合作

，支持其保持長期增長的努力，這是債務可持續的關鍵”。

希臘政府除要求提前償還18.6億歐元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外，

還計劃提前償還26.5億歐元的GLF貸款——這些是與14個歐元區國家簽

訂的一份諒解備忘錄下的部分貸款，總價值爲529億歐元。

報道指出，根據ESM和EFSF與希臘簽訂的貸款協議，希臘提前向

其他債權人還款會帶來以下後果：在ESM和EFSF提供的財政援助中，

有一定比例的資金會立即到期並要求立即支付。

因此，在ESM和EFSF給予希臘提前還款許可後，根據協議中的豁

免機制，希臘至少在第一年將無需再向這兩個機構進行任何還款。

據報道，希臘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早兩年進行預還款，對希臘經

濟的意義非凡。

希臘政府估計，此舉可以降低利率和彙率風險，減少再融資風險，

改善公共債務關鍵可持續性指標，並可以節省高額利息。

匈牙利外長指責烏方試圖影響匈牙利大選：

現政府不支持對俄製裁
綜合報導 西亞爾托在個人社交媒體上表示，“情況是，幾天前，烏克蘭

外交部致電烏克蘭駐匈牙利大使館，討論了他們影響匈牙利大選結果的可能。”

西亞爾托稱，目前匈牙利反對派和烏克蘭政府代表正在進行“不間

斷的磋商”。西亞爾托強調，匈牙利反對派向烏方表示，若他們在大選

中獲勝，就將立即做出向烏克蘭提供武器的決定，並會支持歐洲禁止進

口俄羅斯天然氣和石油的制裁措施。不過，西亞爾托指出，只要現政府

贏得大選、繼續執政，就不會向烏克蘭提供武器，也不會對俄羅斯能源

進口施加制裁。匈牙利大選將于今年4月3日舉行。

報道指出，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日前表示，匈牙利不支持對俄羅斯實施新的

制裁，尤其是能源領域，因爲這些制裁給匈牙利帶來的影響會超過對俄羅斯的

影響。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對匈牙利的決定表示反對，並要求匈牙利就俄烏衝

突“站隊”。歐爾班對此回應稱：“烏克蘭人的立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們

要求北約國家幹預（俄烏衝突），並爲他們提供武器。但我們不是烏克蘭人，

也不是俄羅斯人，我們是匈牙利人。至于我們應該站在哪一邊，我們會站在自

己這邊。我們會幫助那些有困難的人，但我們也想確保自己的國家利益。”

歐爾班本月早些時候在其支持者集會上表示，匈牙利不會向烏克蘭輸

送武器，也不會介入俄烏衝突，並稱如果匈牙利不捍衛自己的利益，那麽

就會“像一枚棋子一樣被大國犧牲掉”，成爲衝突的犧牲品。此外，歐爾

班還批評了匈牙利反對黨聯盟試圖把該國卷入俄烏衝突的做法。歐爾班認

爲，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特別軍事行動”，是因爲俄羅斯沒有得到安全

保障，俄烏衝突的地緣政治意義，在于烏克蘭應宣布保持中立、北約不得

接收烏克蘭，匈牙利希望通過和平談判解決俄烏衝突。

澳大利亞宣布提升網絡戰能力“史上最大投資”
美媒：針對中俄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近日宣

布了其在情報和網絡安全方面

的最大投資，此舉旨在增強澳

大利亞的國防能力，以應對中

國和俄羅斯。

澳大利亞執政的自由黨-國

家黨聯盟周二宣布了99億澳元

（約合74億美元）的預算，用

于爲該國主要安全部門增加職

位、裝備和培訓，重點是網絡

戰能力。

澳大利亞政府表示，這筆資

金將在未來10年內爲主要負責網

絡監控和威脅監測的澳大利亞信

號局創造約1900個新工作崗位。

這項計劃被命名爲“紅辣椒”

（Redspice）， 也 就 是

“彈性，影響，防禦，

空間，情報，網絡和促

成者”的首字母縮寫。

澳大利亞財政部長

喬 希 · 弗 萊 登 伯 格

（Josh Frydenberg） 在

演講中表示:“這是澳大利亞在

網絡安全方面有史以來最大的

一筆投資。”他還表示，此舉

將提高澳大利亞“防範和應對

網絡威脅的能力”。

報道稱，澳大利亞現政府試

圖在議會選舉之前將國家安全提

升爲其競選戰略的一個關鍵支柱

。該執政聯盟宣稱，中國在亞太

地區“不斷增長的軍事足迹”和

俄烏衝突表明，現在不是澳洲選

民投票支持變革的時候。

澳大利亞政府還稱，“紅

辣椒”項目可以將澳大利亞信

號局的進攻能力提高三倍。而

在本次俄烏衝突爆發後，澳大

利亞曾宣布將爲烏克蘭軍隊提

供網絡安全支持和培訓。

澳大利亞總理莫裏森和國

防部長彼得· 達頓（Peter Dutton

）最近幾個月還宣布了幾項重

大擴張軍費項目，包括耗資380

億澳元、在20年內增加軍隊數

量，以及耗資100億澳元在東

海岸新建一座潛艇基地。

莫裏森周一在預算案公布

前發表講話時稱，澳大利亞將

建立一個網絡和關鍵技術情報

中心，以幫助“更好地預測和

利用新興技術”。

總統宣布解散議會，突尼斯政治危機加劇

突尼斯總統賽義德發表電視講話，

宣布解散議會。當天早些時候，突尼斯

議會經由在線投票，撤銷了賽義德去年

所頒布的幾乎賦予他全權的緊急措施。

指責議員發動“未遂政變”
2021 年 7 月，賽義德宣布根據憲

法相關條款采取一系列緊急措施，

包括暫停議會活動、取消所有議員

的豁免權等。據報道，30 日突尼斯

議會自被暫停活動以來首次舉行會議

，超過半數議員通過在線形式參加了

會議。

賽義德會後發表講話，指責議員

們發動了“未遂政變”，陰謀破壞國

家安全。

“我們必須保護國家免遭分裂……

我們不會允許濫用權力的人繼續侵害國

家。”賽義德 30 日下令對議員進行

調查。

據報道，在線會議結束後，突尼斯

司法部長萊拉· 傑法爾（Leila Jeffal）要

求檢查總長對“陰謀破壞國家安全”的

議會成員開展司法調查。

賽義德表示，在“腐敗、自私的政

治精英手中”，突尼斯曆經了多年的政

治癱瘓和經濟停滯。而他的行動符合憲

法，是將突尼斯從這樣的危機中拯救出

來所必需的。

2019 年，借助民衆對于政治精英

階層的不滿，政治素人賽義德以壓倒

性多數當選突尼斯總統，他當時承諾

要清理突尼斯政治。去年 7 月暫停議

會活動後，賽義德很快就被曾經支持

突尼斯民主進程的西方媒體批評。反

對派指責其發動政變，並無視 2014 年

憲法的大部分內容。但當時的民調顯

示，賽義德在突尼斯民衆當中的支持

率仍然較高。

不過據半島電視台報道，也有越來

越多的批評人士表示，賽義德此舉讓正

在面臨嚴峻經濟危機的突尼斯走上了

“回歸專制”的危險道路。

突尼斯2014年憲法規定，在去年7

月賽義德宣布采取緊急措施後，議會還

應該繼續開會；此外，解散議會後必須

進行新的議會選舉，然而賽義德仍未宣

布此事。

路透社報道稱，賽義德3月30日表

示，將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並在今年7

月將修改後的憲法交由全民公投，隨後

舉行新的議會選舉。

更多政黨公開反對賽義德
由于在線會議平台Zoom和Teams在

議會會議原定開始前不久停止工作，

30日的議會會議有所延遲。無黨籍議

員伊亞德· 魯米（Iyadh Loumi）通過電台

發表講話，指責政府通過幹擾這些程序

以擾亂議會會議的舉行，不過突尼斯通

訊技術部長否認了相關指控。

路透社指出，盡管突尼斯各政黨之

間依然存在嚴重分歧，但現在有更多政

黨公開團結起來反對賽義德，並要求他

對重建該國政治架構采取更加包容的態

度。

路透社還指出，議會舉行在線會議

和賽義德對此的反應，都加劇了突尼斯

的政治危機。不過目前尚不清楚議員們

是否會立即采取措施，改變總統對權力

的掌控。

來自溫和伊斯蘭主義政黨複興運動

黨（Ennahda）的議員亞米娜· 佐格拉米

（Yamina Zoglami）稱，並不懼怕“捍

衛一個合法的機構”，突尼斯人民“沒

有喪失對我們的信心”，而總統則“用

坦克關閉了議會”。

複興運動黨是突尼斯議會最大政黨

，擁有四分之一席位，其領導人、議長

拉希德· 加努希（Rached Ghannouchi）是

賽義德最大的反對者。

路透社認爲，突尼斯議會展現出更

加自信的態度，反映出在賽義德試圖修

改憲法，控制司法機構，並對公民社會

施加新的限制之時，反對他的聲音越來

越大。

此外，突尼斯的西方主要援助國也

敦促賽義德回歸“民主道路和正常的憲

政”。



韓國總統文在寅借錢蓋養老別墅
賣掉老房子還款

綜合報導 韓國總統文

在寅將于5月初卸任，據韓

聯社報道，2月17日，他將

就職前居住的一棟舊宅出

售，用于償還爲新建養老

別墅所借的錢。

文在寅的舊宅位于慶

尚南道梁山市，主體建築

面 積 329.44 平 方 米 ， 以

26.1662 億韓元（約合人民

幣1374萬元）的價格出售

，較13年前的入手價增加

了17.4662億韓元（約合人

民幣917萬元）。

韓國總統府表示，文

在寅的買賣收益，被用于

在梁山市河北面芝山裏平

山村的新建私邸。文在寅

退休後將回鄉養老，當地

距離盧武铉的墓地僅有50

分鍾車程。

印度原糖首次搭乘
西部陸海新通道班列銷往中國
綜合報導 20342 次滿

載著 3136噸印度原糖、高

嶺土、石英砂等貨物的鐵

海聯運班列從廣西欽州鐵

路集裝箱中心站發出，大

約2天後到達貴陽都拉營站

及重慶小南桠站。這是印

度原糖首次搭乘西部陸海

新通道班列銷往中國。

據了解，該批原糖爲

貴州富之源供應鏈有限公

司生産原料糖所用原材料

。該公司主要通過從馬來

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地采

購原糖，再加工成原料糖

銷往貴陽地區各糖廠，預

計每年進口原糖用量爲50

萬噸。廣西鐵路部門積極

對接客戶申請需求，爲其

量身定制都拉營集裝箱

“競爭性一口價”項目方

案，降低客戶運輸成本，

預計2022年該司每月將從

欽州港東站發送50箱集裝

箱去往貴陽都拉營。

2022 年在中國正式生

效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關系協定》(RCEP)，進一

步促進了中國與東盟區域

間經貿合作蓬勃發展。廣

西鐵路部門搶抓RCEP生效

機遇，今年先後開通了

“阿聯酋—欽州—蘭州”

進口汽車、“東南亞—欽

州—西安”等海鐵聯運線

路，啓動了“印度—欽州

—都拉營”原糖、“太陽

村—欽州”水泥熟料等特

色項目，西部陸海新通道的

訂制物流服務日益多樣化，

輻射範圍進一步擴大，班列

開行數量持續增長。這條將

中國西部與東盟國家緊密相

連的“大動脈”，成爲中國

—東盟經貿合作不斷向好的

“助推器”。

爲了順利保障此次班列

的發運，廣西鐵路部門加強

與北部灣國際聯運公司等單

位的密切溝通，將倒運車數

目增加至38台，加快車輛回

場倒運速度，優化空車配給

，保障有足夠平板車用于原

糖裝運。同時，通過增派調

車班組人員，提升車輛編

組取送效率，保障班列快

速發出。

日外相：
允許美軍基地外訓練

綜合報導 針對美軍在未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在

衝繩縣基地外進行訓練引發的不滿，日本外務大

臣林芳正在記者會上表明日本政府立場，稱允許

美軍飛機在駐日美軍基地以外的區域實施不使用

實彈的訓練。

據報道，駐日美軍未事先通報就在衝繩縣名

護灣進行了直升機懸挂訓練，衝繩縣出于安全方

面的擔憂要求日本政府禁止美軍再次進行該訓練。

對此，林芳正 29 日稱：“爲了達成《日美安全保

障條約》的目的，美軍飛機在（美軍）設施和區域

外開展不伴隨實彈射擊的各種訓練是被允許的。”

共同社稱，有分析認爲，這是對日美地位協定的擴

大解釋。

《衝繩時報》發表社論稱，林芳正外相對駐日

美軍在基地以外訓練的容忍，與感到恐懼、發出抗

議聲音的衝繩縣民之間形成鴻溝，這令人愕然。輕

視人命的飛機懸吊訓練是不可接受的，日本政府以

美軍爲中心的態度令人關注。此外，在日本社交網

絡上，也有不少網友對日本政府的態度以及駐日美

軍的行爲感到不滿。有網友評論稱：“美軍肆無忌

憚的行爲正是因爲日美同盟的不平等所致，駐日美

軍必須停止威脅衝繩縣居民生命的訓練。”

泰國水果乘坐飛機火車
恢復大批量出口中國和印度
綜合報導 泰國國際航空公司

(THAI) 表示，隨著對泰國水果出口的

需求增加，下個月飛往中國和印度的

貨運航班數量將增加一倍以上。

3 月，泰航貨運共運營 39 架航

班，將水果運往兩大進口國。主要

目的地中國廣州有 27架泰航貨運航

班，4架飛往昆明，8架從昆明飛往

新德裏。

這家國有航空公司表示，將在下

個月增加到87個航班，以滿足中國和

印度日益增加的水果需求。

4月，泰航貨運將運營58班飛往

廣州的航班，12班飛往成都的航班，

8 班飛往昆明的航班，以及另外 9 班

從昆明飛往新德裏的航班。

3月和4月對中國和印度的總出貨

量將達到126架，由空中客車A350和

波音777執飛。

泰航表示，其創造收入和促進泰

國經濟複蘇的目標不僅僅是旅遊業，

還取決于幫助泰國農民將産品推向世

界市場。

泰航將利用其在處理水果方面的

長期經驗和專業知識，來確保貨物新

鮮。

兩個裝載40噸榴蓮的集裝箱和一

個裝載20噸椰子的集裝箱首次通過中

老鐵路火車進入中國。

來自泰國羅勇府的貨物在廊開裝

上火車，然後前往老撾的塔納冷站，

然後通過磨罕檢查站進入中國。這是

中老鐵路首次用于運輸泰國水果。

廊 開 海 關 官 員 Wutt Rengpra-

doong 表示，按照泰國財政部副部長

和海關局長的指示，已采取措施降低

成本並提高貨物檢查效率。

現在，海關部門不再將貨物從

廊開火車站轉移到海關口岸進行檢

查，而是派出移動X光機對貨物進行

檢查。

經營老撾-中國鐵路的考查羅恩火

車運輸公司經理 Somkiat Mansiripibul

說，盡管由于新冠疫情，將泰國水果

運往中國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但正在

采取措施緩解這些困難。他說，相關

組織和機構正在幫助緩解這些阻礙，

加快貨物運輸到中國。並正在努力降

低向中國運送貨物的成本，提高流程

效率。貨物從羅勇到中國昆明只需四

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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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要為世界局勢提供穩定因素
視頻會見歐洲理事會主席和歐盟委員會主席 闡述解決烏克蘭危機四點意見

：習近
平
習近平指出，8年前，我提出中國願同歐洲一道打造中歐和平、增長、改

革、文明四大夥伴關係，中方的這一願景至今未改變，當前形勢下更
有現實意義。中歐有着廣泛共同利益和深厚合作基礎，中方對歐政策保持穩
定連貫，希望歐方形成自主的對華認知，奉行自主的對華政策，同中方一
道，推動中歐關係行穩致遠，為動盪的世界局勢提供一些穩定因素。

中歐要做促進共同發展的兩大市場
習近平強調，中歐要做維護世界和平的兩大力量，以中歐關係的穩定性應

對國際形勢的不確定性。要帶頭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
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共同
抵制陣營對抗思維復活、反對製造“新冷戰”，維護世界和平和穩定。

習近平指出，中歐要做促進共同發展的兩大市場，以中歐開放合作推進
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中國將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歡迎歐洲企業
來華投資興業，希望歐方為中國企業赴歐投資發展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視
性的環境。雙方要加強發展戰略對接，探索中國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同
歐盟“開放性戰略自主”經貿政策的契合點。

習近平強調，中歐要做推動人類進步的兩大文明，以中歐團結協作應對
全球性挑戰。要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倡導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的全球治
理觀，繼續引領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合作，攜手戰勝新冠肺炎疫
情。歡迎歐方支持和參與全球發展倡議。

歐方：願同中方深化各領域合作
米歇爾和馮德萊恩表示，中國是世界上的重要一極力量，歐方高度重視中

國的國際地位和作用，重視發展對華關係。長期以來歐中關係都是互利共贏
的，雙方都致力於捍衛和平，維護多邊主義。當前國際形勢下，歐中加強對話
合作非常重要。歐方重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期待同中方坦誠交流，延續歐中
關係良好發展勢頭，願同中方持續深化經貿、投資、能源、綠色發展等各領域
合作，共同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保護等全球性挑戰，為
促進世界和平、經濟增長和共同繁榮作出努力。歐方願為中方成功舉辦《生物
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五次會議第二階段會議提供支持合作。

雙方就烏克蘭局勢交換了意見。歐盟領導人介紹了歐方有關烏克蘭危機
的看法和主張。

習近平強調，中方對烏克蘭局勢走到今天這一步深感遺憾。中方在烏克
蘭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中方始終站在和平一邊，從事情本身的
是非曲直出發，獨立自主作出判斷，倡導維護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係基本
準則，堅持按照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辦事，主張共同、綜合、合作、可持
續的安全觀。

習近平闡述了對當前形勢下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幾點意見：
一要堅持勸和促談。中方支持歐方為政治解決烏克蘭問題所作努力，一

直以自己的方式發揮勸和促談作用。和談是避免局勢緊張升級的唯一可行途
徑。國際社會要繼續為俄烏談判進程創造條件和環境，為政治解決開闢空
間，不能火上澆油、激化矛盾。

二要防止出現更大規模人道主義危機。中方提出關於烏克蘭人道主義局
勢的六點倡議，已向烏方提供多批緊急人道主義援助，向接受大量難民的歐
洲國家提供了物資。中方願同歐方保持溝通，共同預防更大規模人道主義危
機。

中歐要致力管控局勢防危機外溢
三要構建歐洲和亞歐大陸持久和平。烏克蘭危機的根源在於歐洲長期積

累的地區安全矛盾，治本之策是照顧有關各方的合理安全關切。時代發展到
今天，不能再用冷戰思維來構建世界和地區安全框架。中方支持歐洲特別是
歐盟發揮主導作用，支持歐俄美及北約開展對話，直面多年來積累的矛盾，
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推動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框架。

四要防止局部衝突擴大化。烏克蘭危機要妥善處置，但不能病急亂投
醫，不能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不能把全世界都捆綁到這個問題上，更不
能讓各國老百姓為此付出沉重代價。越是危急時刻越要保持清醒冷靜。現
在的世界經濟格局是世界各國長期努力形成的構架，是一個有機整體。各
方要珍惜這個成果，不能輕易衝擊現有世界經濟體系，更不能把世界經濟
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引發世界金融、貿易、能源、科技、糧食、產
業鏈供應鏈等領域嚴重危機。很多人十分擔心，目前這樣的局面可能使國
際經濟合作幾十年努力的成果毀於一旦。如果局面繼續惡化下去，估計事
後恢復可能需要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中歐要致力於管控局勢，防止
危機外溢，特別是要維護世界經濟體制、規則、基礎的穩定，增強人們的
信心。雙方可以就此開展協調和合作。

雙方領導人認為，此次會見開誠布公、坦誠深入，增進了相互了解，也
達成了不少共識，同意繼續加強溝通交流，開展協調合作。

楊潔篪、何立峰等參加會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4月1日晚在北

京以視頻方式會見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4月1日下午在人民
大會堂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歐盟
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共同主持第二十三
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會晤通過視
頻方式舉行。

李克強表示，中國和歐盟分別是最
大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發達國家聯合體。
一個穩定的中歐關係對世界的和平、穩
定、發展至關重要。中方始終從戰略和
長遠角度看待中歐關係，重視此次中歐
領導人會晤，習近平主席將同兩主席舉
行會見。中國始終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
道路。希望中歐雙方增進理解和互信，
加強對話溝通，深化務實合作，妥處矛
盾分歧，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中歐共
同的努力和貢獻。希望通過此次會晤發
出中歐關係穩定發展、雙方合作積極推
進的信號。

冀歐方為中企提供良好營商環境
李克強強調，中歐互為最大貿易夥

伴，都是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的重要力

量。當前形勢下，對話合作仍然是中歐
關係的主導面，互利共贏仍然是中歐合
作的主基調。中方建議雙方依託現有對
話機制，在疫情防控、應對氣候變化、
數字經濟等領域加強政策協調，打造合
作新亮點。共同維護能源、糧食安全和
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應對風險挑戰，助
力世界經濟可持續復甦。

李克強指出，改革開放是中國的
基本國策，中國開放的大門會越開越
大，將持續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
營商環境，對各類所有制企業一視同
仁。希望中歐堅持雙向開放，不斷擴
大市場准入，維護公平競爭，推動貿
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也希望歐方
為中國企業在歐投資發展提供良好營
商環境。

歐方：雙方應加強對話深化合作
米歇爾和馮德萊恩表示，歐盟和中

國都是多邊體系的重要成員，中國是重
要的利益攸關方，雙方應加強對話，深
化合作，堅持多邊主義，確保世界和平

穩定，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歐方願同
中方在抗疫、經貿、投資、地理標誌保
護等領域密切合作，拓展數字經濟、能
源轉型、網絡安全、人道主義、應對氣
候變化領域合作。歐方期待《生物多樣
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五次會議第二
階段會議取得成功。

歐方介紹了對當前烏克蘭局勢的
看法和立場。

李克強闡述了中方原則立場，強調
中方始終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主張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
維護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包括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大
小國家一律平等，通過對話談判解決矛
盾和衝突。中方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勸和
促談，同包括歐方在內的國際社會一道
繼續發揮建設性作用，盡快緩和局勢，
停火止戰，防止出現更大規模人道主義
危機，讓和平早日回歸。

雙方還就其他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
區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

肖捷、何立峰出席。

同歐洲理事會主席及歐盟委員會主席共同主持中歐領導人會晤

李克強：希望中歐堅持雙向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4月1日的例
行記者會上說，北約理應對自身在歐洲
安全問題以及在烏克蘭危機中扮演的角
色進行反思。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近日
表示，“北約布魯塞爾峰會體現了北約成
員國對美國的絕對忠誠，表明北約將繼續
對俄羅斯進行全面遏制並希望俄烏衝突一

直持續下去。”在回答相關提問時，趙立
堅指出，北約作為冷戰產物，本應在蘇聯
解體時成為歷史。他說，上世紀九十年代
初，時任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向蘇聯
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承諾，“北約將不會向
東擴張哪怕是一英寸。”作為烏克蘭危機
的始作俑者和最大推手，美國主導北約在
1999年後的20多年裏搞了五輪東擴，北
約成員國從16個增加到30個，向東推進

1,000多公里，直抵俄羅斯邊境，一步步
將俄羅斯逼到牆角。

趙立堅表示，世界不需要“新冷
戰”，歐洲更不需要“新冷戰”。烏克
蘭危機已經持續一個多月，國際社會絕
大多數國家都希望勸和促談，期盼盡快
實現停火止戰。“北約理應對自身在歐
洲安全問題以及在烏克蘭危機中扮演的
角色進行反思。”

外交部：北約應反思在烏危機中扮演的角色

◆4月1日晚，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以視頻方式會見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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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禁飛”恐引“XE”外防輸入須緊守
港大：2月兩抵港旅客非帶英新病毒株 已打針有保護力

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1日公布，香

港新增5,823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持續呈

下跌趨勢，香港似乎已渡過Omicron BA.2

亞型病毒株的疫情高峰期，但英國日前公布

發現Omicron BA.1和BA.2的新型重組變

異病毒株“XE”，令人擔心香港由1日起

解除針對英國等九國的“禁飛令”，或引致

新變種“入侵”。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

處主任張竹君1日在疫情記者會上透露，香

港大學於今年2月初曾在機場發現兩名抵港

旅客帶有“XE”病毒株，暫未發現流入社

區。港大其後澄清，該兩宗個案並非

“XE”病毒株，但強調香港必須緊守“外

防輸入”的防線，又認為接種疫苗對新變種

病毒仍有一定的保護力。有專家則建議香港

特區政府做好防範所有變種病毒的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1日疫情

爆疫院舍
◆過去24小時沒有新增安老或殘疾院舍爆疫

部分死亡個案
◆38歲男，有情緒問題，已打三針科興疫苗，得知快測陽性後曾有自
殘行為

醫管局概況
◆10,298名病人留醫，新增30人情況危殆，24人情況嚴
重，79人入住深切治療部

◆新增1,473名病人康復出院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新呈報核酸確診：2,743宗
•新呈報快測陽性：3,080宗
•第五波累計個案：1,150,607宗
•新呈報死亡：120人，
包括116宗醫管局呈報及4宗法醫呈報個案
•第五波累計死亡：7,732人，
呈報個案病死率為0.67%

新增總
確診個案：

5,823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第五波
疫情累計有8名兒童病患死亡，香港大學
研究發現，Omicron BA.2變異病毒株在
兒童群體的病死率為0.35%，約為流感病
死率的7倍。有參與研究的兒科醫生1日
表示，Omicron BA.2同時襲擊兒童的上
呼吸道和神經系統，較容易引致嚴重情況
和死亡，呼籲家長若發現子女抽筋應立即
召喚救護車。

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名譽臨床副
教授、瑪嘉烈醫院兒童傳染病科顧問醫生
關日華，早前參與港大有關兒童感染新冠
肺炎的研究。該研究顯示，兒童感染
Omicron BA.2病毒株的病死率，大約為
流感病死率（0.05%）的7倍。

關日華1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是
次研究對象包括4名染疫死亡兒童，其中
只有一人有長期病患，另3人過往健康良
好，因而令人擔心即使是健康小朋友染
疫都有機會出現嚴重病徵，甚至死亡。
他指出，兒童感染Omicron後，除引發上
呼吸道症狀外，病毒亦會攻擊他們的神經
系統，導致其他併發症。其中一種情況俗
稱“發燒抽筋”，兒童會在高燒下，大腦
短時間抽筋，一般持續5分鐘後神志可恢
復，嚴重時則可能出現超過30分鐘的長
時間抽筋，兒童失去知覺，造成腦部缺
氧。由於年齡小，上呼吸道氣管直徑窄，
兒童感染變種病毒會引致氣管腫脹，或會
造成“嘶哮症”，較易造成呼吸困難。

關日華呼籲，家長應盡快為3歲或以
上兒童接種新冠疫苗，減少併發症幾率，
若見到小朋友抽筋，則應立即召喚救護車
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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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由中央政府援港抗疫中醫
專家組組長仝小林院士率領的內地中醫專家
組1日先到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進
行考察，其後到訪亞洲國際博覽館的新冠治
療中心，了解中心的運作模式，並與駐診中
醫師就“新冠住院病人中醫特別診療服務”
的推展交流。專家組亦在香港醫療團隊及內
地援港醫療隊成員陪同下，進入隔離區域親
自了解病人情況，並就個案進行研討。

香港醫管局於去年1月在新冠治療中心
推展“新冠住院病人中醫特別診療服務”，
為正於新冠治療中心（亞博館）及北大嶼山
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的住院病人提供中醫
藥治療，發揮中西醫協作在抗疫治療的優
勢。內地援港醫療隊成員在新冠治療中心開
展服務後，聯同醫管局及中醫團隊進一步優
化服務流程。現時所有進入新冠治療中心的
病人均會接受中西醫團隊共同評估，以考慮
病人是否適合接受中醫藥服務，團隊會在病
人自願參與的情況下提供服務。

此外，中西醫團隊共同值班及巡房，一
直合作無間，以中西醫結合為病人提供治
療。在內地援港醫療隊的協助下，新冠治療
中心（亞博館）的中醫服務規模及容量已全
面提升，至今已為近300名病人提供約1,400
次診療。

下午，專家組到訪作為定點救治醫院的
伊利沙伯醫院，聽取院方代表簡介運作情
況，並與深切治療部醫療團隊就治療危重新
冠病人的臨床經驗進行個案研討。隨後，專

家組前往設於觀塘彩榮路體育館的暫託中
心，了解中心的運作情況。香港大學中醫藥
學院的代表介紹在暫託中心內為新冠確診長
者提供中醫藥診療服務的情況。有關服務採
用中西醫協作模式，由中西醫共同巡房及訂
定醫療方案，並為病人處方合適中藥，紓緩
症狀及調理身體，合適的病人亦可在中心獲
處方兩款新冠口服藥。

座談中西醫結合構想
３月31日下午，仝小林率領的內地中醫

專家組前往博愛醫院何文田的中醫診所暨教
研中心參觀指導。在博愛醫院董事局主席李
柏成、行政及醫療顧問團隊和醫管局代表陪
同下參觀了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並聽取代
表介紹該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參與“中醫門
診特別診療服務”及“安老院舍中醫診療服
務”等不同服務的情況。

其間，專家組及博愛醫院成員舉行座談
交流，就當前的香港基層中醫醫療服務對新
冠康復者及患者的診療服務，表達了當前面
對的困難和建議，專家組也根據內地的經驗
結合香港的實質情況，提出了具體建議及中
西醫結合的構想，以及長遠對抗病毒和加強
香港基層中醫網絡的建議。

專家組也關心老人院的中醫支援安排、
病人情況，視察當值中醫師與病人作遙距視
像診症的情況，並深入探討香港現時透過中
醫藥為新冠病人提供治療的實際情況以及病
人的康復進度。

內地專家組訪醫療設施 交流中醫診療

1日為解除9國“禁飛令”的首日。根據機管
局網站資料顯示，1日全日共有4班航班由

早前實施“禁飛令”的國家抵港，其中3班來自菲
律賓馬尼拉、一班來自英國倫敦，多名港人及外傭
對於終可赴港感到開心，但也有港人因未能預訂香
港的檢疫酒店，繼續滯留外地。由於英國早前公布
錄得多宗由Omicron BA.1和BA.2混合而成的新變
種病毒“XE”，其傳播速度比BA.2高大約一成，
令人擔心特區政府在解除“禁飛令”後，或會造成
新變種病毒入侵香港社區的空隙。

陳肇始：回港居民須按嚴謹措施檢疫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在立法會衞生

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特區政府一直以非常嚴
謹的登機、檢疫及檢測措施，加強對海外抵港人
士的入境防控，以建立“外防輸入”的抗疫屏
障，是次解除“禁飛令”是考慮了疫情發展、本
地隔離及治療設施供應量、市民福祉及經濟需要
後作的決定。她強調，回港的香港居民仍須按嚴
謹措施，在指定檢疫酒店接受強制檢疫。

患者病毒量高但病徵輕微
張竹君1日在疫情記者會上表示，未有解除

“禁飛令”首日截獲的輸入個案數目，又表示已
留意到英國“XE”變種病毒株的相關研究，世界
衞生組織亦正檢視。2月初，香港就有兩宗輸入個
案帶有“XE”病毒株，當時兩名患者在機場接受
檢測時已呈陽性，被隔離及治療，其後未有再在
香港社區內發現相關個案。特區政府會密切留意
情況，包括世衛及其他地區有關的資料，以了解
新變種會否對香港產生威脅。

不過，港大公共衞生學院教授潘烈文其後向
傳媒澄清表示，該兩宗輸入個案雖然均為感染
Omicron BA.1及BA.2混合病毒，但並非英國所發
現的“XE”，並透露該兩宗個案均經由荷蘭入
境，患者已打兩針疫苗，病毒量高但病徵輕微，
估計本地人如已打針及曾感染Omicron，對感染
“XE”有一定保護力。

他認為，香港單日病例仍維持在四位數，
即使輸入個案帶有新變種病毒，令本地疫情轉
差的風險不大，但倘特區政府繼續採取“清
零”政策，就要考慮是否需要調整“外防輸
入”措施，包括做好輸入個案病毒檢測、前線
人員在機場或酒店內要做好充足防護，“無論
係咩病毒，只要緊守呢啲原則，個風險就會減
低。”

專家：做好輸入個案基因分析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強調，第六波

疫情威脅在於新變種病毒的輸入，香港應做好
防範所有變種病毒的措施，包括做好所有輸入
個案的基因分析，如發現新變種必須多加留
意，又建議檢疫酒店應將相近日期抵港的旅客
放置在鄰近房間或同一層，避免有新抵港人士
傳染較早前抵港旅客，增加病毒流入社區的風
險。

另外，香港1日再多120名新冠病人死亡，
其中96宗個案於過去24小時內在公立醫院離
世，20宗為滯後呈報，餘下4宗為法醫呈報。醫
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何婉霞
表示，新增的96名死者，年齡介乎38歲至103
歲，其中最年輕的38歲男死者，已接種三劑科興
疫苗，並有精神科病史，會定期覆診。他上月17
日快速抗原測試呈陽性，疑似因此產生情緒困
擾，產生自殘行為，手部、胸膜等有損傷，其後
送院救治，延至上月31日離世，將轉介死因庭跟
進。

◆中央政府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到伊利沙伯醫院與醫護
人員交流及了解定點醫院的運作情況。

◆英國日前公布發現Omicron BA.1和BA.2的新型重組變異病毒株“XE”，令人擔心香
港由1日起解除針對英國等九國的“禁飛令”，或引致新變種“入侵”。圖為海外返港人士在
香港國際機場等候車輛前往檢疫酒店。 中新社

◆中央政府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到新冠治療中心（亞博
館）了解香港和內地醫護團隊合作治療新冠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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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上周六舉行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上周六舉行
第第3636、、3737屆會長交接暨理監事就職典禮屆會長交接暨理監事就職典禮

歷屆會長與貴賓合影歷屆會長與貴賓合影（（左起左起））洪良冰洪良冰、、李迎霞李迎霞、、
廖秀美與貴賓世華陳玲華副總會長廖秀美與貴賓世華陳玲華副總會長（（右三右三））世華世華
總會第十一屆國際秘書長許淑晶總會第十一屆國際秘書長許淑晶（（右一右一))合影合影。。

世華副總會長陳玲華世華副總會長陳玲華（（中中））主持新舊任會長主持新舊任會長
頒贈紀念品給新任會長何真頒贈紀念品給新任會長何真（（右右））會長孫玉會長孫玉

玟玟（（左左）。）。

新任會長何真新任會長何真（（左八左八 ））介紹理監事團隊登台宣誓就職並合影介紹理監事團隊登台宣誓就職並合影。。 黎淑瑛名譽總會長黎淑瑛名譽總會長（（中中））主持新主持新、、舊會舊會
長薪火相傳長薪火相傳。。

林富桂林富桂（（後立者後立者 ））與與 「「台商會台商會」」 出席代表合影出席代表合影。。

「「美國味全公司美國味全公司」」 休士頓分公司經理李樂罡休士頓分公司經理李樂罡
（（左二左二 ））與與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右起右起））羅復羅復
文處長文處長、、教育組組長楊淑雅等教育組組長楊淑雅等 「「經文處經文處」」 同同

仁同坐主桌並合影仁同坐主桌並合影。。

出席大會的貴賓合影出席大會的貴賓合影（（左起左起 ））許文忠許文忠、、世華總會副世華總會副
總會長陳玲華總會長陳玲華、、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世華總世華總
會名譽總會長黎淑瑛會名譽總會長黎淑瑛、、羅處長夫人羅處長夫人、、唐心琴前會長唐心琴前會長、、

世華總會第十一屆國際秘書長許淑晶世華總會第十一屆國際秘書長許淑晶。。

舞台經驗豐富的司儀林富桂舞台經驗豐富的司儀林富桂（（中立者中立者
））安排安排 「「眾星拱月眾星拱月」」 式的出色登場式的出色登場。。

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中中））頒發賀函給會長頒發賀函給會長
孫玉玟孫玉玟（（右右 ））及新任會長何真及新任會長何真（（左左 ）。）。

新任會長何真致詞新任會長何真致詞。。 友會會長許淑晶友會會長許淑晶（（中中））贈送禮金贈送禮金、、禮禮
物物、、紀念品給會長孫玉玟紀念品給會長孫玉玟（（左左））及新及新

任會長何真任會長何真（（右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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