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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新冠肺炎的疫情讓投
資人信心全失，美股週三稍微回穩之
後，週四再次慘遭血洗，道瓊工業指
數單日崩跌 1,190 點，以 25,766 點作
收，跌幅4.42%，為史上最慘的紀錄
。從上週算起，道瓊指數已經連續6
天 下 跌 ， 一 共 崩 跌 了 3,581 點 或
12.2%。

週四S&P500指數以2,978點作收

，跌了 137 點或 4.42%；那斯達克綜
合指數以 8,566 點作收，崩跌 414 點
或4.61%。以下跌點數計算，道瓊指
數和S&P500指數都創下了有史以來
單日最大的跌幅。

科技類股全面重挫，微軟股價單
日暴跌超過7%，微軟解釋其原因是
新冠肺炎的爆發，令供應鏈受阻。蘋
果電腦下跌 6.54%，亞馬遜也賠掉

4.81%，Netflix收盤時下跌1.99%，年
初以翻倍式成長的電動車生產商
Tesla股價，週四單日重挫12.83%。

高盛證券分析師表示，因為新冠
肺炎的疫情不明朗，此波跌勢恐怕還
沒跌完，S&P500 指數的平均調整期
為4個月，這次受到全球疫情的影響
，反彈時間可能拉得更長，保守預估
熊市可能最少要到7月才會觸底。

疫情繼續疫情繼續 道瓊指數道瓊指數66連跌連跌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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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伊朗每日報(Iran Daily)的推特報導，伊朗副總統瑪蘇梅‧艾普特卡爾(Masoumeh Ebtekar)
確診感染新冠肺炎，這是伊朗政界的第4起病例。

伊朗的副總統有很多位，可以多達12人。第一副總統最重要，其他的副總統都會身兼其他內閣職位，
比如現年59歲的艾普特卡爾，主要擔任是婦女與家庭事務部長。她是 1979年以來，伊朗內閣中的第一位女
性成員。在昨日的伊朗內閣成員會議上，與伊朗總統魯哈尼(Hassan Rouhani)距離接近。

艾普特卡爾是1979年伊朗革命的要角之一，當時伊朗革命者劫持了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的52名館員，
而艾普特卡爾因為英文能力不錯，被選為伊朗革命運動的翻譯，定時與美國電視台說明革命運動的成員身
份。當年被外國媒體暱稱 「瑪麗」。

染新冠肺炎世界層級最高
伊朗副總統確診

（綜合報導）因為南韓大邱新天
地教會發生新冠肺炎（COVID-19）
超級傳播事件，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在20日提升南韓旅遊疫情建議
至第一級注意。目前尚有約400 人仍
聯繫不上。此教會超級傳播事件已成
為韓國新冠肺炎疫情核心，在全國近
1600起病例中，逾半與該教會信徒有
關，據傳新天地教會組織相當龐大且
富裕。

早在數年前就有外媒對新天地教
會撰寫報導，指出這是一個南韓邪教
團體，利用謊言騙取信任。新冠肺炎
在新天地教會內傳播開來，始於一名
61歲女信徒，也就是韓國第31起病例
。這名婦女2月10日出現發燒症狀後

，又在韓國第 4 大城大邱出席至少 4
場教會禮拜，之後才被確診。

而這名婦女在確診後，還曾二度
前往新天地教會參加禮拜，目前當局
掌握一同與會的人有1001人，但還有
將近400 人聯絡不上，成為一種不定
時炸彈，政府也擔心，有些信徒為了
隱匿疫情，會不承認自己的身分，導
致疫情難以掌握。南韓防疫當局也召
開記者會說明，第31例病例的大邱婦
人可能也是經由人傳人感染，也可能
並非第一名在教會中傳播病毒的患者
。

新天地教會全名 「新天地耶穌教
證據帳幕聖殿教會」，1984年3月14
日 由 現 年 88 歲 的 李 萬 熙 （Lee

Man-hee）所創立。信徒
都相信李萬熙是耶穌轉世
或耶穌派來的使者，據稱
擁有超過12萬名信徒。但
因為經常惹出爭議，所以
常被譴責為基督教異端、
邪教團體。教會網站則自
稱是 「神在世上獨一無二
的國和聖殿」，並發誓
「如蠟燭般犧牲我們的肉體」來順從

耶穌旨意。
根據紐西蘭媒體《先驅報》在

2017年的報導，新天地教會透過洗腦
來破壞信徒與家人間的關係，更有學
生堅信教育已經沒有實質幫助，將一
整年的學費捐獻給教會。英國英格蘭

教會和韓國基督教會聯盟曾發出警告
，新天地教會是 「非常危險的團體」
、 「極端主義分子」，不僅慫恿信徒
離家出走，也會洗腦信徒捐獻財產，
對象不限韓國本地人，全國各地教會
都在掌控範圍內。

新天地教會在韓國知名成功的程
度，足以動員數千名信眾，在高規格

場地集體演出。例如2012年他們就曾
在 首 爾 的 蠶 室 奧 林 匹 克 主 競 技 場
（Jamsil Olympic Stadium）舉行活動
。當時有數百名表演者上演聖經場景
與主題，同時還有數千人依序翻動彩
頁書，創造出不斷變化的大型圖像背
景，場面猶如北韓的團體操表演。

南韓新天地教會大有來頭？
外媒曝：曾慫恿洗腦信徒逃家、捐獻財產

（綜合報導）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宣布辭職後，政局重新洗
牌，柔佛州27日就傳出 「變天」！柔佛州王室27日發聲明宣布
，蘇丹依布拉欣26日接見柔州議員，結果顯示新的政治聯盟獲
得簡單多數州議員支持，因此取代原來的希望聯盟（希盟）州政
府，成為新的州政府。據悉，新聯盟包括國民陣線（國陣）、伊
斯蘭黨及土著團結黨（土團黨），前兩者原為在野黨。

柔州蘇丹的機要秘書賈巴在聲明中指出，有28名州議員選
擇新聯盟，26名州議員選擇繼續支持希盟。 「因此，新聯盟在州
行政議會陣容被選出之前，有權提呈柔州務大臣人選名單。」

柔佛州希盟政府27日宣告瓦解後，國陣兼巫統柔州主席哈

斯尼指出，包括國陣、伊斯蘭黨及土團黨在內的柔州議員組成的
新聯盟政府，將在近期討論州務大臣人選。《星洲日報》報導，
哈斯尼說，根據他的推算，國陣與伊黨的17名州議員，以及土
團黨的11名州議員，共28人支持新聯盟。

本月24日，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突然宣布辭職，其所屬的
土團黨和部分人民公正黨議員幾乎在同時宣布退出執政的希盟。
馬哈地被馬來西亞最高元首阿卜杜拉委任為看守總理至新政府產
生。這意味著2018年5月大選後以馬哈地為總理的希盟政府舊格
局瓦解，政局重新洗牌。

馬來西亞是一個由13個州和3個聯邦直轄區組成的聯邦國家

，柔佛州為13個州之一。柔佛州議會共有56個議席，由土團黨
、人民公正黨、民主行動黨和國家誠信黨組成的希盟，在2018
年大選時贏得36席，達到三分二多數議席，令柔州首次政權易
主。當時國陣取得19席，伊黨僅獲得1席。

柔佛州變天後，土團黨主席及柔州巴莪區國會議員慕尤丁，
27日下午前往馬來西亞行政首都布城總理署會見過渡總理馬哈迪
。一般相信，這是要討論柔州新聯盟執政柔佛，以及馬哈迪回歸
重新擔任土團黨總主席的事宜。

馬來西亞政局重新洗牌 柔佛州 「變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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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奧命運未卜 這些賽事也可能因疫情喊卡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擴散，全球累計超
過8萬1千例確診。根據美國哈佛大學流行病專家預測，
一年內，全球最高恐有70%人口感染新冠肺炎，但部分
病患可能症狀輕微或無症狀。

根據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報導，哈佛大
學流行病學教授利普西奇（Marc Lipsitch）日前受訪時表
示，在接下來的一年內，全球會有40%至70%人口感染新
冠肺炎，但不代表所有人都會有嚴重症狀，很可能大部
分患者為輕症，甚至無症狀，致死程度則與流感相似，
僅慢性病患者與年長者較容易有生命危險。據統計，大
約有14%的流感患者沒有症狀。

報導指出，目前所有已知能感染人類的病毒中，有4
種對人體影響不大，感染者僅會有普通感冒症狀，由於
症狀輕微，也更容易傳播至全球各地。利普西奇指出，
新冠肺炎很可能變成第5種廣泛傳播的人類冠狀病毒，
如果疫情未轉好，未來 「感冒與流感的季節」，也許會
變成 「感冒、流感、武漢肺炎的季節」。

利普西奇不是唯一一位認為武漢肺炎會持續傳播的
科學家，耶魯大學公衛生院講師韓布林（James Hamblin
），24日以 「你可能會得冠狀病毒」為題，在美國 「大
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指出，由於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並無危及性命，這個現象讓疫情特別難以抑制。

韓布林解釋，被H5N1禽流感等病毒感染的病患，
通常很好辨識，也容易隔離，或是很快病逝，不會只是
覺得身體微恙成天在外溜達，導致病毒傳播。韓布林指
出，新冠肺炎與其他病毒不同之處，在於 「它雖致命，
但又不會太致命；它讓人生病，但並非以可預測、獨特
可辨認的方式」。他說，新冠肺炎傳播速度，將取決於
症狀輕微病例的傳染力有多強。

包括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梅爾曼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
學家摩斯（Stephen Morse）也曾於本月初提出類似的見
解。看來在流行病學家間，已漸漸有共識認為，新冠肺
炎最終將成為新型季節性疾病。

流行病學家有共識？
新冠肺炎將成新型季節性疾病

（綜合報導）國際奧會(IOC)加拿大籍的資深委員龐德，日
前語出驚人稱，若新冠肺炎疫情在5月底前未受控制，東京奧運
恐怕得停辦；日本政府、IOC和東奧籌委會隨後紛紛跳出來否認
有停辦打算，表示籌備工作仍順利進行。

這項地表規模最大體育賽事是否照常引發全球關注，而隨著
疫情在歐洲爆開，許多萬衆注目的大賽已考慮喊卡。

堪稱歐洲橄欖球頂級賽事的 「6國橄欖球錦標賽」，3月7日
愛爾蘭作東迎戰義大利，在該國衛生部長哈里斯介入後，如今已
確定延期。哈里斯指出，由於大規模球迷將從疫區(義大利)移動

，比賽本身的公衛風險明確。愛爾蘭橄欖球協會表示，完全遵守
指令，會妥善處理延賽後續。

創辦於1883年。1940年改稱為五國錦標賽，2000年再加入
義大利，改稱六國錦標賽（最近因贊助原因被稱為國民西敏寺銀
行六國賽）。現時參賽國家包括：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威
爾斯、法國及義大利，由於這六隊為歐洲最強的國家隊，因此這
項比賽的冠軍地位一般被視為等同歐洲冠軍。

英格蘭與義大利足球這歐洲兩強，原定3月27日在英國溫布
里球場舉行友誼賽，英格蘭足協已開始討論這場比賽是否照踢，

畢竟歐洲足壇已經出現閉門比賽，以降低觀眾健康風險的先例。
另外，在6月於歐洲12座城市登場的歐洲國家盃前，如何因應疫
情衝擊也在討論之列。

原定3月中旬在南京舉行的世界室內田徑錦標賽，1月就已
經因新冠疫情而延期到明年。至於原定4月19日舉行的2020年
F1中國大獎賽，日前已確定延後舉行，但今年F1賽季的前三站
，包括澳洲、巴林和越南，分別在3月15、22日，以及4月5日
舉行，隨著新冠疫情蔓延，3個主辦國已面臨愈來愈高的取消賽
事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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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商業協會：
過去10年城市實體店7萬家關閉

綜合報導 德意大利商业协会近日发布一项调查报告指出，2008年

至2019年的过去10年内，受经济衰退、新购物模式、电子商务和消费习

惯等各种因素影响，意大利大约有7万家实体商店被迫关闭。实体店减

少数量达到了12.1%。

据报道，意大利商业协会分析了全国 120个城市的市场演变情

况和发展趋势，并发布意大利城市商业人口统计报告。报告指出，

意大利传统实体商店的关闭，不仅对企业自身产生影响，其行业企

业主和员工更是深受其害，同时也在影响着城市、特别是历史文化

中心的营商结构。

报告显示，新的市场环境受影响最大的是历史文化中心，尤以意大

利中南部地区城市中心最为明显，其实体商店数量平均减少了12.1%，

街头摊贩数量减少了14%；与之相反，城市酒店、酒吧和饭店的数量却

增加了16.5%。

此外，城市中心手机和电脑店数量增加了25.6%，药店数量增加了

40.6%。书店和玩具店的数量减少了25.9%，家具和五金店减少了25.2%

，服装和鞋类商店减少了17.1%。

意大利商业协会主席卡洛•桑加利(Carlo Sangalli)表示，如今的商店

越来越少，这种现象是城市病态的表现，电子商务的激烈竞争和持续的

消费危机，均构成了实体店退出市场的原因。

桑加利强调，我们需要一项全国性的城市改造计划，借以保护实体

商店的生存与发展，维护城区市场繁荣。但目前更糟糕的是，新冠肺炎

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实体店的危机，其影响很可能导致意大利的经济收入

锐减。

巴拿馬檢方：
全國範圍內指認出160個犯罪團夥

綜合報導 德專門負責有組織犯罪案件的巴拿馬高級檢察官納尼埃

爾· 穆爾加斯近日表示，目前警方在全國範圍內發現的犯罪團夥數量達

160個。

穆爾加斯解釋說，根據國家警察2019年進行的壹項調查統計，巴拿

馬國內各地的犯罪集團數量如下：聖米格裏托區29個、巴拿馬省其他地

區60個，西巴拿馬省6個、科隆省35個、 科克萊省7個、貝拉瓜斯省1

個、洛斯桑托斯省1個、埃雷拉省1個、奇裏基省18個、博卡斯德爾托

羅省2個。

“我們指認出的販毒團夥都是彼此的對手”，他說。

“西部省份是毒品入境的主要地區，當外地團夥進入西部省份時，

往往會有兇殺案件發生。另壹方面，科隆省是向歐洲專運毒品的主要地

區，因此，領地劃分、港口控制權和毒品交付方面的爭端也會在此引發

毒梟之間的暴力沖突。”

按照巴拿馬的現行法律，參加有組織犯罪的人壹般會被處以4至6

年監禁，當所屬犯罪團夥犯下勒索、偷車、殺人、販毒等嚴重罪行時，

其成員面臨的刑期則為7至14年。

穆爾加斯補充說，盡管並不常見，巴拿馬國內團夥犯罪中也有外國

人參與。

德國人才缺口仍待填補
難民職業培訓為何不見成效？

綜合報導 德國專業技術人才面臨缺

口。許多年輕難民進入德國，是否來得

及時呢？據經合組織(OECD)的壹項調查

研究發現，情況並非如此簡單。

報道稱，難民要想成功完成職業培

訓，壹方面要靠自身的努力，願意學習

更多的知識和技能；另壹方面，培訓人

員、語言教師和社會工作者的大力支持

，也必不可少。

德國手工藝者協會(ZDH)秘書長施加萬

內克(Holger Schwannecke)表示：“我們公

司在培訓難民方面取得了積極的經驗。”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種培訓很容易。”

經合組織的壹項調查也得出這壹結

論。以“利用移民的潛力”為題的該項

調查，考察了難民在德國求學和接受培

訓過程中所面臨的障礙。

其中語言是最大的障礙，其次是因

戰爭原因年輕難民往往受教育水平低下

。據經合組織稱，就業準備措施對移民

來說極其重要。為此移民需要花時間學

習德語，或者重新入學獲取中學畢業證

書，此外要寫求職信、去當地政府報名

註冊登記以及尋找住房。

但是很多移民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做

準備工作，因為他們想快速賺錢，或者

擔心因沒有工作被驅逐出境。此外，在

德國不同的地區，對培訓年齡的限制也

各不相同。例如有7個聯邦州規定，只

有年齡在16至18歲之間的年輕人可以參

加職業培訓，但是在其它的聯邦州，接

受培訓的年齡甚至可以不超過21、25或

27歲。經合組織要求對此實行統壹的標

準。

與在德國出生和長大的青少年相比

，到企業接受職業培訓的移民極少。施

萬內克對此表示遺憾，他認為可能是移

民“為了賺錢”而放棄職業培訓。例如

美發學徒在培訓的第壹年每月只獲得450

歐元的收入，第二年是550歐元，第三

年是700歐元。這遠遠低於作為壹名非

熟練工人的月收入。

只有結束了職業培訓後，收入才會

增加。施萬內克說：“德國職業教育和

培訓的重要性常常被低估，我們必須提

高年輕人對職業培訓重要性的認識。”

他建議將更多具有移民背景的成功企業

家作為榜樣，讓年輕人看到這些人取得

的成功感到很酷，也想取得成功。

報道指出，沒有移民的加入，許多

手工業企業根本不能滿足對熟練技工的

需求。在完成了手工業職業培訓的人當

中，有壹半的人來自8個在德國尋求庇

護人數最多的國家。在2015年至2018年

期間，沒有德國護照的手工業學徒人數

幾乎翻了壹番，目前總人數為18680名。

盡管如此，2019年德國手工業仍有十分

之壹的培訓位置空缺。

然而，僅讓年輕難民對培訓感興趣

是遠遠不夠的，有很多的人中途輟學。

也有壹些企業始終拒絕為難民提

供職業培訓。經合組織副秘書長舒克

內希特說：“他們的歧視態度並不具

有種族主義或其他背景，而僅僅是出

於算計，擔心風險較高以及缺乏彼此之

間的理解。”

然而，最大的風險仍然是模糊不清

的法律狀況。不久前，德國出臺的壹個

新法規將使庇護申請被拒的難民學徒工

受到保護。根據這壹新的法律規定，簽

署了培訓合同的難民，盡管其庇護申請

遭到拒絕，但仍可以繼續完成職業培訓

，而且學徒畢業後可以在德國繼續工作2

年。但是，各地方政府對這法規的詮釋

和執行也大不相同。

施萬內克說：“對公司來說，最

糟糕的事情莫過於移民學徒在接受培

訓的準備階段，或者培訓期間被帶走

並遣返。”

在手工業領域，人們都在希望將於

2020年3月1日生效的技術移民法能夠改

善這壹狀況。 施萬內克說，公司不關註

何時何地政府制定何種法律，他們只要

求有法律保障。他說：“我希望為了提

高學徒的技能和方便培訓，能夠寬松地

執行這些規定。”

法公立醫院危機持續
醫護界籲新任衛生部長抓緊談判

綜合報導 德12個醫護人員團體23

日通過法國信息臺網站表達自己的訴求

，呼籲新任衛生部長韋朗(Olivier Véran)

負起責任，“現在是談判應當緊急開啟

的時候”。

“新部長在正式就任前已經通過公

開場合，或者單獨對我們表達了提高(醫

護人員)工資的必要性”，醫護人員團體

對新部長寄予厚望。2月16日，伊澤爾

省第壹選區前議員韋朗接替比贊就任衛

生部長，後者代表執政黨，緊急替補因

隱私視頻醜聞纏身而退選的格裏沃，前

去競選巴黎市長。

“比贊聲稱‘希望拯救公立醫院’

，但沒有得到財政部的支持。從2019年

10月到12月，通過全面動員修訂的《社

會保障融資法》取得的成就是——公立

醫院預算提高了0.2%”，醫護人員對前

部長的工作表示失望。

醫護人員團體稱：“韋朗承諾他做

為部長的工作‘沒有熱身階段’，對此

我們沒有懷疑。然而令人驚訝的是，他

作為參與社保融資法修改的醫療方面最

主要議員之壹，接手部

長後第壹項工作是對醫

院工作人員的惡劣環境

進行調查，他可是說過

對這些情況非常熟悉。”

法國公立醫院陷入

危機已經將近壹年，政

府2019年底出臺的應急

方案，包括在未來三年

增加撥款15億歐元、部

分吸收公立醫院債務、

增加醫護人員獎金等，但被認為遠遠不

夠。

在2020年法國政府840億歐元的總

預算中，公立醫院的款項僅增加了2億

歐元，用於提高法國護士的薪酬，目前

他們的工資在經合組織中排名第28位。

醫務人員認為，這筆增加的撥款政府會

在醫療衛生的其他項目中“節省”出來

，公立醫院原本就供不應求的床位還在

繼續削減——除了精神病科，還涉及其

他關乎患者性命的科室。

最近幾個月，醫院工作人員繼續通

過各種行動爭取政府的重視，包括30萬

人簽名請願、反復示威、爭取民意代表

的支持、超過900名醫生辭去行政職務

等。

法國醫院大罷工的發起地——巴

黎Saint-Antoine 醫院急診科日前通過工

會組織表示，在 11 個月的罷工之後

暫時告停，但將通過其他方式繼續抗

議。大巴黎公立醫院系統的 25 個急

診部門中的13個“官方性停止罷工”，

但在 21 日當天，法國仍然有 240 個急

診部門罷工。

研究人員發現已滅絕巨型烏龜化石
龜殼長達3米

綜合報導 德瑞士研究人

員在《科學進展》雜誌上發

表文章稱，他們發現了可能

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淡水烏龜

的巨型龜殼化石，研判其長

達3米，重1133千克。

據報道，這種烏龜被稱

作 地 紋 駭 龜

(Stupendemys

geographicus)，

他們大約在500

到 1000 萬年前

生活在南美地

區，目前已經

滅絕。科學家

在20世紀70年

代首次描述了地紋駭龜。而

在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新發

現的化石表明，其龜殼長達

10英尺(約合3米)，重2500磅(

約合1133千克)。

經分析，雄性地紋駭龜

體型跟壹輛汽車差不多，且

不同於雌性地紋駭龜，其非

常靠近頸部的兩側龜殼，長

有紮實的巨大尖角。深度疤

痕則顯示，尖角不只可保護

頭骨，還可能被當成與同類

交戰的長槍，但不足以嚇阻

凱門鱷(Caimans)等巨型鱷魚的

攻擊。下顎則指向地紋駭龜

食物來源多元，像是魚類、

鱷魚、蛇類和軟體動物。

主要研究作者、蘇黎世

大學古生物學研究所和博物

館所長馬塞洛· 桑切斯說：

“它是有史以來最大或者說

至少是最大的烏龜之壹。”

他補充說，“基於烏龜解剖

研究，現在我們知道，它們

與亞馬孫地區的壹些活著的

烏龜是近親。”

另外，研究作者、地質

和古生物學家卡納德(Edwin

Cadena)指出，盡管出土地點

現在大致已成沙漠，但數百

萬年前卻是潮濕又富含各色

物種的淡水沼澤區，讓地紋

駭龜能長到如此巨大。

卡納德稱，新研究顯示，

巨大的龜殼不僅會出現在海龜

身上，也會出現在淡水龜上。

他表示，這些化石使他們對於

地紋駭龜了解更透徹，將有助

於解釋烏龜的演化史。

報道指出，雖然不知道

什麼原因使其滅絕，但研究

人員認為，當安第斯山脈升

起，分隔開亞馬孫河、奧裏

諾科河和馬格達萊納河時，

它們的棲息地遭到破壞。



AA55全美日報

DH
全美日報

大
scdaily houston/GEDN

星期五       2020年2月28日       Friday, February 28, 2020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
向來熙攘熱鬧的舊金山中國城，明顯看得出人
潮大量流失。尤其是自拍熱點─唐人街入口處
的龍門牌樓，現在更是門可羅雀。

商家老闆娘劉小姐告訴英國《衛報》，
「如你所見，沒有人來。情勢非常非常艱困。

所有人都跑光了，我不知道他們都上哪去了。
」

舊金山中國城，是全美國最大、歷史最久
遠的唐人街，自從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觀光
業就一落千丈，雖然在舊金山並未出現確診病
例，但基於恐懼，觀光客對亞洲人避之唯恐不

及。當地商家憂心，他們的生意能否撐過去。
選區在舊金山的美國衆院議長裴洛西，這

星期就曾為了中國城對外喊話，溫情懇求 「請
大家來拜訪中國城。」她並掛保證，中國城很
安全， 「而且可愛。」

但裴洛西為中國城發聲沒多久，舊金山市

長布里德（London Breed）25日又宣布， 「我
們必須加強準備，因此舊金山進入緊急狀態」
，這項宣示，讓賣幸運餅乾的張老闆苦笑。他
在店門口貼上 「對抗的是病毒，不是人」貼紙
，希望過去店門前大排長龍的日子，能早日回
來。

（綜合報導）日前在美國俄亥俄州（Ohio
）的一處監獄發生烏龍事件，有名女囚犯異想
天開爬上天花板試圖越獄，沒想到爬到一半時
，天花板承受不住她的重量，整片硬生生地崩
塌，女囚犯整個人懸掛在半空中，連褲子都掉
了一半，最後狼狽摔落地面，隨後也立刻被獄
警制伏。

綜合外媒報導，事發於1月21日，位在代
頓市（Dayton）蒙哥馬利郡監獄（Montgom-
ery County Jail facility），42 歲女囚犯布默辛
（Jessica Boomershine）打算越獄，便搬了張椅
子爬上天花板，她高調的行為也引起其他囚犯
注目，甚至還有人幫她加油打氣。

不料，布默辛才爬進去約15秒左右，天花

板就突然崩裂，她的雙手緊抓著天花板，兩條
腿則是懸掛在半空中，這時引來許多獄警到場
，最後布默辛是因手握的板子掉落，她才整個
人摔了下來，幸好是跌在垃圾桶上，頭部沒有
直接撞到地面，隨後遭到獄警壓制。

根據監獄紀錄，布默辛是因為攻擊一名85
歲的老人入獄，2人當初在賭場認識，布默辛

告訴對方自己無家可歸，老人好心收留，沒想
到她竟恩將仇報，夥同朋友法拉（Billy Joe
Farra）搶劫並傷人。布默辛目前除了面臨逃獄
、破壞財產等指控，同時還因其他案件遭控綁
架、重罪毆打、嚴重竊盜、嚴重搶劫等罪。

越獄15秒就被制伏！女囚搬椅爬天花板…太重瞬間崩塌

「超級星期二」洛杉磯用新系統 官員信不會重演愛荷華惡夢
（綜合報導）3月3日 「超級星期二」，全美國將會有14

個州在同日舉行初選，當中，加州因為人口眾多，擁有415張
民主黨黨代表票和172張共和黨黨代表票而最為矚目。今次初
選適逢是加州投票改革後的首次選舉，新方式和新系統能否順
利運作備受考驗。在愛荷華州初選使用新點票應用程式而出現
大混亂的例子後，同樣會改用新設備的洛杉磯郡選務處發言人
保證，新投票系統與艾奧瓦州完全不同，不會重蹈覆徹。

基於2016年通過的《選民選擇法案》（Voter Choice Act）
，加州居民的投票方式、投票時限都有新做法。除沿用傳統郵
寄選票外，約1,000個投票站中，有四分一會提早於2月22日
開始接受投票，令到投票日延長至11日；另外四分三就會在投
票截止日前4天開放，投票時間更有彈性；另外，未登記的選
民亦可在在投票站當場登記，當場投票，對首投族更方便。

此外，全州有15個郡會將傳統的投票站，改為多功能的投
票中心。居民毋須再到指定的投票站，而可到郡內任何投票中
心投票或當場做選民登記。由於投票時間和地點更有彈性，州
政府預期，今次初選的投票率會創新高。

除了投票方式的改革，多個郡都有引入新的投票系統。當
中，洛杉磯郡採用了可以同時適合健全和殘障人士的投票設備
──觸控式電子投票機（Ballot Marking Device）協助選民填寫
選票。選民有兩種方法使用填票機，第一種是在網路登記後，
利用電郵內的連結把選票填好，去到票站登記後，工作人員會
發一張空白選票，選民把紙張放入儀器再掃描行動條碼（QR
Code），便可把選票列印出來，核對無誤就可以直接投票。

另一個方法就是選民把空白選票放入儀器內，揀選語言後
，螢幕上會列出可投票的類別以及候選人，選民根據提示依次
選擇各項選舉的心儀候選人，如果有不想投票的項目，亦可選
擇 「跳過」。完成投票後，選民可從螢幕上檢查一次選票內容
，點擊列印選票。選票列印出來後可以再核對一次，如果發現
有錯誤可以將選票交給工作人員作廢，再另填一次，每人最多
有3次機會，確認選票正確後便可放回投票機，完成投票。

《蘋果》記者在洛杉磯試用最新儀器模擬投票，介面清晰
，指示清楚，機器有13種語言可以選擇，但在掃描QR Code
時就要嘗試用不同角度才成功；另外在選擇候選人後，突然無
法跳往下一頁，需工作人員協助再重新開始；介面亦只展示前
4名候選人，需要花點時間才找到按鍵查看更多，而背後的票
箱亦非常小，擔心選票有機會卡紙。

不少市民在選舉前夕已到社區中心試用新投票系統，2011
年成為公民的梅塔（Surendre Mehta）喜歡新的填票機，因為
可以自選語言，介面更仔細清晰，填錯後亦有機會重新再選一
次，最後選票亦直接放入投票箱，感覺安全及保障隱私。另一
位市民Elliott試用後表示，需要工作人員展示才可查看更多候
選人，這一部份可能有些人會感到困難。因為填票機並不像智
慧型手機般簡易操作，而需要有特別按鍵去查看資料。

有市民亦擔心，新投票系統令填票時需要更多時間，令選
民要大排長龍。市民瑪莉凱（MaryKay）認為，對於慣常使用
電子儀器的人，可能會較易掌握： 「我認為這些儀器很好很先
進，而延長投票期限將會有所幫助，因為有些人不會使用這些

儀器，會有點困難，及花額外時間，這會令到其他人的等候時
間更長。」

而在2月22日開始接受投票第一日，就有10個投票中心出
現問題，包括票站職員沒有密碼登入，使部份機器無法使用，
要延遲開放或全日關閉，但問題都可在翌日解決並正式投入運
作。鑽石吧（Diamond Bar）市政府書記珊塔納（Kristina San-
tana）表示，每個投票中心都會提供10至50部填票機，協助選
民投票。而在全民投票解決方案（VSAP）下，市民可以選擇
到郡內任何一個投票中心投票，填票機將會根據選民個人資料
，自動提供所屬選區和政黨的選項。

洛杉磯郡有550萬選民，計票速度向來較慢。郡選務處發
言人桑奇士（Mike Sanchez）表示，這次初選採用全新的投票
系統、新選票及計票系統，投票結束後選票將會運到位於
Norwalk的中央計票中心，使用新的圖像處理技術的計票機器
點票，計票中心將會有20個部機器，每部每小時可以點15萬
至20萬張票，可望加快點票流程。

對於有評論擔心電子投票，會容易被駭客攻擊，以及因為
選民和工作人員未適應新系統，而出現像愛荷華州初選的大混
亂，桑奇士強調，整個系統是離線進行， 「這完全不像愛荷華
州，我們的系統完全不同，已通過測試及認證，而此系統下仍
需要紙張選票，並用作投票及計票，與愛荷華州的情況有很大
分別。」

舊金山新冠肺炎零確診舊金山新冠肺炎零確診
中國城衰扛汙名門可羅雀中國城衰扛汙名門可羅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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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
編號

遊戲名稱 / 中獎機率 $
官方遊戲
截止日期 

領獎
截止日期 

2111 10X® - 總中獎機率為 1: 4.90 $1 10/20/19 4/17/20

2139 Triple Play - 總中獎機率為 1: 4.76 $2 11/20/19 5/18/20

2109 30X - 總中獎機率為 1: 4.27 $3 11/20/19 5/18/20

2125 Crazy Cash Blowout - 總中獎機率為 1: 3.51 $5 11/20/19 5/18/20

2116 Golden Nugget - 總中獎機率為 1: 4.17 $5 11/20/19 5/18/20

2118 Hot 5s Hot Streak - 總中獎機率為 1: 3.69 $5 11/20/19 5/18/20

2066 Pac-Man® Slots - 總中獎機率為 1: 3.90 $5 11/20/19 5/18/20

2122 The Big Ticket - 總中獎機率為 1: 3.78 $10 11/20/19 5/18/20

Txlottery.org是所有遊戲信息的官方來源。出於備案的商業原因，遊戲結束程序可能會啟動。這些遊戲中可能會有獎項無
人認領，包括頭等獎。此外，所有頭等獎都被認領，遊戲結束程序將啟動。在結束時，即便所有頭等獎都被認領後，也
可能有彩票售出。必須年滿18周歲才可以購買彩票。若需就投注問題尋求幫助，可訪問ncpgambling.org。 © 2019 德克薩
斯樂透委員會。請理性參與。

法律聲明
這些德州樂透委員會刮刮樂遊戲即將截止:

星期五       2020年2月28日       Friday, February 28, 2020

學生寄宿家庭服務
Kevin Griffin，住家位於休斯頓西北地區，為來美走讀私立高
中的中國學生提供優質寄宿家庭服務：包括膳食住宿，私車接
送，私立高中申請及學習幫助等。 

Kevin 作為一個優秀英語教師，亦在音樂上有不菲成就。他非
常有愛心， 為休斯頓華人社區做過許多貢獻，對待寄宿學生如
同家人一般，並且有管理和照顧寄宿中國高中生的多年經驗。

有需要更多信息者
電話　713-294-9991 （英文）     832-280-7388（中文）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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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冠肺炎累計確診769例
政府加緊制定應對方針

日本北海道、東京都和栃木

、千葉、神奈川、石川、愛知等

共計新確診26人感染新冠病毒。

包括“鉆石公主”號郵輪感染人

數在內，日本累計確診由此達

769例。日本政府稱，正在加緊

制定方針應對疫情。

日增26例
日本累計確診769人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

北海道、東京都和栃木、千葉、

神奈川、石川、愛知、和歌山、

熊本各縣22日共計新確診26人

感染新冠病毒。另據日本放送協

會(NHK)統計，截至當地時間22

日23時，包括“鉆石公主”號郵

輪感染的634人在內，日本共計

確診病例達769人。

其中，北海道新確診9人感

染新冠病毒，據悉也包括重癥患

者。東京都宣布都內1名60多歲

男性感染。千葉縣政府稱，家住

東京的50多歲女性公司職員感染

新冠病毒，她在老家所處的千葉

縣確診。

此外，千葉市立初中的60多歲

女教師和縣內30多歲女性也確診

感染。愛知縣名古屋市新增4名

感染者，為1名40多歲女性和3

名60多歲男性女性。

厚勞省員工登鉆石公主號後
未經檢測離船

截至目前，“鉆石公主”號

郵輪上的乘客和乘務員中，634

人被確診感染了新冠病毒。在船

上開展相關工作的厚生勞動省等

政府部門的職員中，也有4人被

確診感染。

NHK通過對厚生勞動省進行

的采訪得知，到目前為止，至少

有90名厚生勞動省職員進入船內

，其中，無發熱等癥狀者在結束

船上工作後，大多未經病毒檢測

就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崗位。

針對厚生勞動省的做法，傳

染病防控專家、東北醫科藥科大

學特任教授賀來滿夫指出：“鑒

於在船上開展工作的政府職員中

已經出現了確診病例，我認為有必

要調整針對職員的檢測體制。”

此外，厚生勞動相加藤勝信

22日在記者會上透露，“鉆石公

主”號已下船的其中23人，在2

月5日起的醫學觀察期內未實施

新型冠狀病毒檢測，承認出現失

誤。他道歉稱：“深刻反省我們

的失誤。將采取徹底措施避免發

生此類失誤。”

日政府加緊制定方針
應對疫情
日本各地相繼確認到感染新

冠病毒的病例，其中包括感染路

徑不明的情況。對此，日本政府

決定，繼續擴大和加強檢查以及

治療的體制，使患者在病情嚴重

之前能夠得到適當治療。

據報道，日本政府正在加緊

制定方針。政府將參考2009年發

生的新型流感疫情的應對方針，

召開專家會議，在聽取專家意見

的基礎上，由對策本部迅速做出

決定。

調查：泰國六成民眾抱怨生活負擔重
擔心工作不保

綜合報導 泰國萱律實大學社會民意調研

機構壹項最新統計結果顯示，63.97%的受訪者

擔憂工作不保，生活支出負擔日益加重，認為

泰國政府在解決經濟問題上仍缺乏實效。

該調研機構以“經濟壓力與解決途徑”為

主題，於 18日至 22日在泰國全國範圍內對

1161名民眾展開隨機調研。

結果顯示，在有關經濟壓力的調查中，

63.97%的受訪者認為物價過高，日常生活支出

負擔過重，政府應該控制物價，組織平價商品

的銷售以解決問題。

另外，認為應該自己應對該問題的受訪者

占55.91%，希望依靠政府解決者占24.02%，希

望商業部能幫助解決問題者占20.07%。

同時，30.73%的受訪者認為泰國經濟處於

嚴重衰退局面，政府應該推出明確而有效的促

進投資政策；62.5%的受訪者認為只能依靠自

己解決；21.88%將希望寄托於巴育總理，

15.62%將希望寄托於政府。

有關政治方面，48.11%的受訪者認為政府

推進的各項計劃過於遲緩，希望總理能協調各

部盡速改善。

生命與財產安全方面，63.35%的受訪者認

為泰國社會不安定隱患增加，人身傷害與兇殺

行為日益嚴重，希望政府能加強安保措施，增

加懲處標準。

自然環境方面，60.80%的受訪者認為空氣

汙染嚴重，出門需要戴口罩，並回避前往汙染

較嚴重的區域。

其他方面，44.64%的受訪者抱怨交通堵

塞過於嚴重，30.36%的受訪者希望加強執法

力度，盡速縮減社會貧富差距、認真維護民

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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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ing 醫療診所
毛誌江醫生 MD PHD. 40 多年臨床經驗

主治 

家庭全科/專治打呼嚕/睡眠健康/心血管健康/精力不濟
亞健康/移民體檢/常規體檢/遠程診斷/遠程視頻會診

Tel:346-777-6688 
地址： 6918 Corporate Dr, A-13,Houston, 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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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27日（星期四）4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周文超

措施 政府開支（單位：港元）

一萬元現金發放計劃 約710億

為2021年文憑試學校考生代繳考試費 約1.51億

寬減2019/20課稅年度100%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上限兩萬元 約188億

寬減2020/21年度物業四季差餉 約165億

寬免2020/21年商業登記費 約30億

寬減2019/20課稅年度100%利得稅，上限兩萬元 約20億

寬免公司周年申報表登記費兩年 約2.12億

豁免由屠房持牌人繳付的1年豬隻檢驗費用 約1,000萬

向領取社會保障金額的人發放多一個月援助或津貼， 約42.25億
及為領取個人交津人士作出相若安排

為每個非住宅電力用戶提供4個月電費補貼 約29億

為房委會和房協公共租住單位的較低收入租戶代繳一個月租金 約18.29億

向本地回收企業提供為期6個月的租金資助計劃 約1億

向政府物業、土地及環保園等合資格租戶提供六個月50%的租金或費用寬免 約5.73億

減免非住宅用戶4個月75%的應繳水費及排污費 3.4億

向短期地契條款豁免書的合資格持有人提供額外6個月50%費用寬免 約2.65億

寬減康文署文娛中心設施6個月50%的基本場租 2,300萬

減免郵輪公司及現有啟德郵輪碼頭商戶6個月收費及租金 1,800萬

共涉金額 1,220.92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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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新財案推逆周期措施 現金發放700萬人受惠

過去一年各項數據開始下跌，包括整體貨
物出口下跌4.7%、旅遊服務輸出下跌

10.4%、第三季經濟收縮1.2%、失業率上升至
3.5%等，新年度財政預算案以“撐企業、保就
業、振經濟、紓民困”為目標，並推出逾
1,200億元的逆周期措施。

三分之二市民免薪俸稅
在紓民困方面，陳茂波在新年度財政預算

案中宣佈，新年度會寬免包括個人薪俸稅、差
餉，並向綜援人士發放雙糧、公屋住戶免租一
個月等，預計三分之二的市民不用繳薪俸稅，
務求與市民共渡時艱。在撐企業方面，亦有寬
免商業登記費、寬減利得稅、寬免政府物業五
成租金及費用等，預計四成公司不用繳利得稅
等（詳細措施見表）。

派發現金涉款710億元
最令市民期待的是“現金發放計劃”，計

劃向明年3月31日年滿18歲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每人發放1萬元，預計有逾700萬人受惠，涉
款約710億元。陳茂波表示，希望能簡單、快
捷地幫助市民，目標是暑假開始發放。

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由於要讓明年滿18
歲的市民有時間換領身份證，以符合資格作出
申請，故有關計劃申請截止日期暫定為明年12
月31日。由於涉及全港700萬人，為免一次過
處理大量申請，會讓合資格市民分批登記，稍
後公佈詳情。

他續說，特區政府將會與銀行合作，有見現
時網上理財服務用戶升至七成，政府鼓勵市民透
過網上理財系統登記，而市民亦可到各區民政
署、郵局及銀行等索取實體表格填寫，並選擇銀
行過數或收支票。

政府消息人士指，為了盡量簡化派錢安排，
市民只須提供身份證的基本資料，“如果要收支
票則要提供地址。”同時，由於政府無法掌握移
民資料，故不會剔除已移民或定居其他地方的成
年香港永久性居民。若有人無法提供銀行戶口或

地址，可以在郵局登記及領取支票。

措施料可提振GDP約3%
至於陸續發放的具體做法，暫時仍未敲

定，但會考慮以長者優先。在與銀行合作方
面，政府會諮詢律政司、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
署方面的意見，確定無問題後才進行。

消息人士續指，為執行計劃，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庫務署、入境處將會各自成立組別，
並須開發相關電腦系統，預計整個計劃的行政
費為派錢總額的1%，比以往派6,000元的2%
至3%為低。

被問及會否像上次派錢般讓市民選擇延遲
領取，以獲得額外獎金，政府消息人士指，參
考上次經驗，有關做法分流作用不大，而今次
是為了盡快紓解民困，故不會有此做法。

特區政府預計，派錢連同其他一次性紓困
措施，將可提振本地生產總值(GDP)約3%，但
強調派錢只是針對目前特殊情況，不會成為恒
常措施，相信不會構成長遠財政承擔。

針對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將不會獲派現金，
特區政府會邀請關愛基金研究參考以往的經
驗，研究如何協助有關人士。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26日發

表新年度財政預算案，為刺激經濟

推出逾1,200億元（港元，下同）的

逆周期措施，其中最受注目的是向

所有明年 3月 31日年滿 18歲的香港

永久性居民每人派發現金 1萬元，

預計有逾 700萬人受惠，涉款約 710

億元。連同所有一次性措施，預計

可提振本地生產總值約3%。陳茂波

在記者會上表示，特區政府會與銀

行商討，爭取於今年 7月初開始接

受申請，目標是在暑假期間讓市民

陸續收到錢。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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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買防疫用品
張先生：政府派1萬元會應
使則使，買防疫用品都足

夠，上次派 4,000 元又
填表又等審批，很

麻煩，希望今
次 程 序 簡

單 ， 盡 快
派到手。

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對中產
家庭帶來多少幫助？中產之聲
主席李子榮估計自己可受惠4.6
萬元（港元，下同），並對政
府在錄得300多億元赤字的艱

難時期下仍發放大額紓困措施感到滿意。根據
今次財算案的紓困措施規模，他相信全港三分
二納稅人因此受惠而毋須繳交稅款。

李子榮26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他與太太可在預算案中受惠，包括退回薪
俸稅兩萬元、合共 6,000 元的全年差餉。同
時，他與太太將各獲發1萬元，共兩萬元，即
累計4.6萬元。他說，自己最初期望特區政府能

將薪俸稅的退稅上限提升至5萬元，雖然最終有
落差，但理解特區政府在有限資源下，仍然致力
推出紓困措施幫助市民。

李子榮期望，特區政府簡化派發1萬元的
程序，避免再次出現上次派發 4,000 元的情
況：“又要填表，又要請人審表，市民等得耐
又會鬧。”

被問及會如何使用從預算案中受惠的金
錢，李子榮坦言暫時未有計劃，然而由於現時
多個國家及地區均出現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旅行應該可以慳返，家出去食飯都少咗，
所以暫時應該會儲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中產：我家可獲4.6萬元

愈快到手愈好
陸小姐：派 1 萬元
（港元，下同）
當然好，暫時還
未 想 好 怎 樣 使

用，近日防疫用品
昂貴，當係幫補吓啦。
上次派4,000元，我好
似冇份，希望政府今次
簡化程序，（1萬元）
愈快到手愈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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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宣佈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宣佈，，將向將向
年滿年滿1818歲的歲的香港永久居民每人派香港永久居民每人派
發現金發現金11萬萬元元。。圖為市民排隊領圖為市民排隊領
取新財政預算案報告書取新財政預算案報告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26日在立法會宣讀2020年
至2021年度財政預算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千二億紓困撐企 成年永居袋萬元

應方便市民領取
陳小姐：1萬元會暫時儲起，暫時

都不考慮去旅行，待疫情過去，或會考
慮。口罩現在都要兩三百元1盒，會將1

萬元花在值得花的地方上。早年派
6,000元的安排幾好，希望用回當年
的方法，方便盡快領取。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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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26日召

開會議，聽取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匯

報，分析當前疫情形勢，研究部署

近期防控重點工作。中共中央總書

記習近平主持會議並發表重要講

話。響應黨中央對廣大黨員的號

召，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

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同志為

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捐款。

政治局七常委捐款抗疫
習近平：防控弦不能鬆 經社發展工作要抓緊

習近平在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當前
全國疫情防控形勢積極向好的態勢正在

拓展，經濟社會發展加快恢復，同時湖北省和
武漢市疫情形勢依然複雜嚴峻，其他有關地區
疫情反彈風險不可忽視。越是在這個時候，越
要加強正確引導，推動各方面切實把思想和行
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加強疫情防控
這根弦不能鬆，經濟社會發展各項工作要抓
緊。各級黨委和政府要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準確分析把握疫情
和經濟社會發展形勢，緊緊抓住主要矛盾和矛
盾的主要方面，確保打贏疫情防控人民戰爭、
總體戰、阻擊戰，努力實現決勝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決戰脫貧攻堅目標任務。

調幹部援基層 補齊舊區短板
會議強調，要繼續集中力量和資源，全

面加強湖北省和武漢市疫情防控。要鞏固排
查和收治成果，切實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
途徑。要夯實社區排查和防控基礎，抽調更
多幹部支援基層，支持各類在當地的幹部積
極投身社區防控工作，充分調動群眾自我管
理、自我服務的積極性，加快補齊老舊小區
在衛生防疫、社區服務等方面的短板，深入
細緻做好群眾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加強思想
政治工作，加強群眾心理疏導。要加強重症
患者救治，促進高水平團隊協同攻堅、多學
科專家聯合攻關，發揮好重症專業救治力量
作用，提高臨床治療精準性、有效性，努力
降低病亡率。要及時收治輕症患者，及早實
施醫療干預，盡量減少輕症轉為重症。要着
力提高醫用防護物資調撥和配送效率，暢通
渠道和堵點，盡快將急需物資送到救治一
線。要加強北京等重點省份防控工作，堅決

阻斷各種可能的傳染源。

科學處置復工個別感染病例
會議指出，要強化特殊場所和重點人群防

護措施。養老、救助、兒童福利、精神衛生醫
療等機構，人員密集、環境封閉，相關服務對
象自身防護能力弱，要壓實屬地責任，實施更
嚴格的管理措施，防止外部傳染源輸入，對已
感染患者要全力救治。要加強疫情防控一線工
作人員、直接接觸醫用廢棄物人員、密閉空間
服務人員等人群的防護，有針對性落實防控措
施。

會議強調，要精準穩妥推進復工復產。各
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支持復工復產、恢復和穩定
就業、暢通交通運輸、保障市場供給等各項工
作做細做扎實。要督促企事業單位嚴格執行疫
情防控規定，落實防控主體責任，積極幫助企
事業單位解決防疫難題，協調解決口罩、消毒
用品等防護物資不足問題，指導制定符合單位
自身特點的防控規範。對復工復產中出現的個
別感染病例，應急處置措施要科學精準。要提
高復工復產服務便利度，取消不合理審批。要
把各項惠企政策盡快落實到位，完善政策配套
實施辦法，在一體化政務平台上建立小微企業
和個體工商戶服務專欄，使各項政策易於知
曉、一站辦理。要總結經驗，把一些好的政策
和做法規範化、制度化。

會議指出，加強疫情防控國際合作是發揮
我國負責任大國作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的重要體現。要繼續同世界衛生組織緊密合
作，同相關國家密切溝通，分享防疫經驗，協
調防控措施，加強對外宣介和公共外交，共同
維護地區和世界公共衛生安全。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為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
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
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的重
要講話精神，落實中央應對新冠
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部署要
求，中央指導組26日下午召開視
頻會議，指導督導加強武漢以外
市州患者救治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
院副總理孫春蘭聽取了湖北孝
感、黃岡、荊州等8個市州相關情
況匯報，詳細了解各市州患者救
治工作進展和困難。孫春蘭說，
當前湖北省疫情防控出現了一些
積極變化，但總體形勢依然嚴峻
複雜，應收盡收取得階段性成
果，救治工作成為當前的緊迫任
務。

孫春蘭強調，要緊緊扭住城
鄉社區防控和患者救治兩個關
鍵，抓好源頭控制，堅持中西醫
結合，全力做好醫療救治工作。
要優化援助湖北醫療資源配置，
加大對醫療力量薄弱市州的支持
力度，把醫療力量薄弱縣的患者
向地市集中，派專家組巡診治
療。要認真落實第六版新冠肺炎
診療方案，推動治療規範化、同
質化，提高治癒率、降低病亡
率。要分區分級統籌做好疫情防
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不失時
機抓好春季農業生產，及時開展
春耕備耕。要壓實各級黨政尤其
是區縣的責任，堅決克服麻痹思
想，繼續發揚連續作戰、愈戰愈
勇的精神，不斷擴大湖北保衛戰
的戰果。

“一人一策”治療重症醫護
另據報道，25日，中央指導

組專門看望慰問感染新冠肺炎的
醫務人員。孫春蘭視頻連線同濟
醫院、協和醫院、中南醫院感染
新冠肺炎的醫務人員，詳細詢問
他們的身體健康狀況，轉達黨中
央、國務院對他們的關心和慰
問，希望他們安心養病、堅定信
心，爭取盡早康復。她叮囑收治
醫院要利用好高水平國家醫療隊
的資源，精心制定治療方案，對
重症醫務人員要“一人一策”提

供優質的治療。各方面特別是湖北、武漢要做好
感染的醫務人員的關心關愛，協調解決他們在生
活、家庭等方面的實際困難，給予周到細緻的幫
助和照顧。

孫春蘭說，廣大醫務人員不懼風險、衝鋒在
前，為保護人民生命健康作出重要貢獻，是抗疫
戰鬥中的勇士。要全面落實進一步保護關心愛護
醫務人員的政策措施，及時安排醫務人員輪換休
整，不斷加強科學防護和防止醫院內感染，做好
褒揚激勵、撫恤優待、待遇保障等工作，使廣大
醫務人員始終保持強大戰鬥力、昂揚鬥志、旺盛
精力，持續健康投入抗疫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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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春蘭（中）說，當前湖北省疫情防控出現
了一些積極變化。圖為她26日在視頻會議上講
話。 新華社

■■會議強調會議強調，，要繼續集中力量和資源要繼續集中力量和資源，，全面加全面加
強湖北省和武漢市疫情防控強湖北省和武漢市疫情防控。。圖為江西南昌一圖為江西南昌一
間餐飲店向防疫人員派發午餐間餐飲店向防疫人員派發午餐。。 新華社新華社

高風險地區景點暫緩開放

隨着近日部分景區開放，民眾扎堆出遊
對疫情防控帶來一定的挑戰。對此，文化和
旅遊部市場管理司司長劉克智表示，疫情高
風險地區旅遊景區暫緩開放，疫情中風險和
低風險地區景區開放由當地黨委政府決定。

三省五監獄確診555例

司法部副部長熊選國26日在出席國務院
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佈會時稱，截至25日，
湖北、浙江、山東三個省的5個監獄共確診
病例555例，到目前為止沒有發生在押罪犯
感染死亡的病例。

他指出，監獄發生疫情涉及管理不到位
的問題，由於個別幹警瞞報導致輸入性病
例。目前，有1名重症人員經過救治已經解
除了重症，有11名患者已經治癒。

公安部要求民警規範執法

近來內地個別地區出現的一些粗暴執法現
象引發爭議，比如有民眾因為不戴口罩被綑
綁，還有民眾因為聚集打麻將遭遊街示眾。

公安部副部長杜航偉在回應時坦言，確實
出現了過度執法、簡單執法、粗暴執法。他表
示，公安部就此及時下發文件要求整改，引導
廣大民警規範執法行為、執法言行。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一線熱點

香港文匯報訊 27日出版的人民日報發表評論
員文章，題為《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工作》。文章指出，經過艱苦努力，目前疫情防控
形勢積極向好的態勢正在拓展，防控工作取得階段
性成效；同時又要看到，疫情形勢依然嚴峻複雜，
防控正處在最吃勁的關鍵階段。

文章說，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
作，首先要增強信心、堅定信心。我們終將戰勝疫
情，這是確定無疑的。疫情不可避免會對經濟社會
造成較大衝擊，越是在這個時候，越要用全面、辯
證、長遠的眼光看待我國發展，不要被問題和困難
嚇倒。我國是個大國，韌性強、潛力足、迴旋餘地

大，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疫情的衝擊
是短期的、總體上是可控的。只要我們變壓力為動
力、善於化危為機，有序恢復生產生活秩序，強化
“六穩”舉措，加大政策調節力度，把我國發展的
巨大潛力和強大動能充分釋放出來，就能夠實現今
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

文章強調，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
展工作，關鍵是抓好黨中央決策部署的貫徹落
實。疫情嚴重或高風險地區要繼續集中精力抓好
疫情防控工作，中風險地區要依據防控形勢有序
復工復產，低風險地區要把防控策略調整到外防
輸入上來，全面恢復生產生活秩序。要加大宏觀

政策調節力度，重在逆周期調節，對沖疫情影
響，防止經濟運行滑出合理區間，防止短期衝擊
演變成趨勢性變化。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
有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靈活適度，全
面強化穩就業舉措，堅決完成脫貧攻堅任務，不
失時機抓好春季農業生產，切實保障基本民生，
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抓好這些工作，既要有統
籌兼顧之謀、又要有組織實施之能，善於結合實
際“彈好鋼琴”。特別是要抓好涉及決勝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的重點任務，不能顧
此失彼，不能有緩一緩、等一等的思想，不能抓
而不細、抓而不實。

關山萬千重，山高人為峰。面對統籌疫情防
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艱巨任務，只要我們扛起責
任、經受考驗，在大戰中踐行初心使命，在大考
中交出合格答卷，就一定能夠戰勝這場疫情，也
一定能夠保持我國經濟社會良好發展勢頭，確保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圓滿收官。

人民日報評論員：
統籌推進防控和經社發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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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臥

龍、賀鵬飛 山東、江蘇報道）

近日，韓國感染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陡增，內地多個城市出台

疫情防控措施，嚴防境外疫情

輸入。25日，由韓國飛往山

東威海和江蘇南京的航班分別

有 5名和 3 名旅客有發熱症

狀，共有250餘名旅客被要求

隔離觀察。

首爾飛中國兩航班8人發燒
共逾250人隔離青島市民籲增管控守住防疫成果

25日上午10時15分，由韓國仁川飛抵威海的濟州航空7C8501航班降落在威海大水泊國際
機場。經現場檢查，發現有5名乘客體溫異常。

旅客分別抵威海及南京
機上共載有163名旅客，其中19名韓國乘

客、3名美國乘客、1名烏克蘭乘客，其餘為中國
乘客。根據疫情防控規定，該5名乘客被送至醫
院進行醫學診治和觀察，其餘乘客均由大巴車統
一送至指定酒店集中醫學觀察。

同日下午，隸屬於韓亞航空的OZ349航班，
首爾時間25日下午12時55分由首爾仁川國際機場
起飛，北京時間13時45分抵達南京祿口國際機
場。經檢查發現，有3名中國籍旅客有發熱症狀，
但均無武漢接觸史。駐機場的防疫工作組立即啟動
應急預案，將3名旅客送至醫院做隔離觀察和進一

步檢測。
據悉，機上共載有166名旅客。根據機場防控

規定，這3名發熱旅客前三排後三排的旅客需要接受
隔離。隨後，94名需要接受隔離的旅客不分國籍，
全部由專用大巴運送至指定酒店開始醫學隔離觀
察。

目前，祿口機場已經加大人流密集區域的通
風、清潔、消毒的力度和頻次，加強電梯扶手、值
機櫃台、登機口櫃台、旅客座椅、旅客用手推車等
公共設施的消毒力度。

市民憂疫情將孩送離青島
近日，韓國疫情局部爆發、首爾飛青島機票暴

漲的新聞引起青島市民高度關注。25日，青島發佈
最新防控措施，所有入境人員均需隔離觀察14天。
許多青島市民在社交平台上呼籲防疫部門加強對入

境人員的管控，防止境外疫情輸入，守住來之不易
的防疫成果。

青島市民劉女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
表示，從春節到現在，青島市疫情一直相對穩定，
大家嚴格按照防疫部門的要求進行居家隔離。隨着
確診病例持續下降，各行各業才開始有條不紊地復
產復工。

韓國疫情在短短幾天內的爆發讓劉女士感到非
常害怕，她和丈夫商定，近期把孩子送到在日照市
的婆婆家。劉女士說：“我們每天都在看新聞，疫
情當前韓國人還在聚眾集會，韓國政府都管不住他
們，來到青島能服從我們的防疫管控嗎？希望防疫
部門能夠一視同仁，加強對他們的管理，不要讓我
們的努力功虧一簣。”

截至26日12時，青島市累計確診病例60例，
其中治癒出院39例，死亡1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
社報道，近期，日、韓國內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擴大，中
國部分地區對從日、韓入境
的人員採取了一些限制措
施，有觀點認為中方反應過
度。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趙立堅26日在例行記者
會上回應說，主要是以維護
中外公民健康、公共衛生安
全為出發點。

中方願同韓日聯防聯控
趙立堅表示，當前中

日韓三國都處在全力抗擊疫
情的關鍵時期。中方對韓、
日國內疫情感同身受，對韓
國和日本人民表示誠摯慰
問。疫情發生以來，韓、日
兩國政府和社會各界給予中
方大力支持和援助，我們對
此深表感謝。

“中方願投桃報李，
在抗擊本國疫情的同時，
同包括韓、日在內的國際
社會分享信息和經驗，加
強合作，共克時艱。我們
也願向韓日兩國提供力所
能及的幫助。”趙立堅
說，“我們相信，中日韓
攜手抗擊疫情的努力必將
轉化為深化友誼與合作的
巨大動力。”

趙立堅指出，疫情沒
有國界。近期一些國家為
加強疫情防控，針對人員

出入境採取了一些必要措施，主要出發點大都
是維護本國和外國公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
全，維護地區和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只要這些
措施是科學、專業和適度的，大家應該都能理
解。中國防控疫情的重要經驗之一是少出門、
不聚集，最大限度減少交叉感染風險。中方願
同韓日雙方一道開展聯防聯控，加強口岸防控
措施，減少不必要的旅行。

中國駐韓國大使邢海明26日會見韓國外交
部次官補金健，就加強雙邊合作、共同應對新冠
疫情交換意見。

邢海明介紹了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情況。
他說，病毒是人類共同的敵人，抗擊疫情是全世
界的責任。中方將繼續以負責任的態度採取必要
防控措施，希望繼續得到國際社會理解和支持。
中方也將切實保護好在華韓國公民的健康與安
全，努力解決他們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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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部分地區對從日中國部分地區對從日、、韓入境的人員採取了一些限制措施韓入境的人員採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以以
維護中外公民健康維護中外公民健康、、公共衛生安全為出發點公共衛生安全為出發點。。圖為抵達山東青島圖為抵達山東青島
流亭國際機場的旅客走出機艙流亭國際機場的旅客走出機艙。。 新華社新華社

▶在江蘇南京祿口國際機場在江蘇南京祿口國際機場，，防疫防疫
工作組將工作組將33名發燒旅客送至醫院名發燒旅客送至醫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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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蘇南京祿口國際機場在江蘇南京祿口國際機場，，防疫工作防疫工作
組將組將33名發燒旅客送至醫院名發燒旅客送至醫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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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30%企業資金僅夠捱1個月
疫情重創收入 原料供應不足 失訂單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有調查發現，作為

全國高科技產業製造中心的深圳市，大量復工企

業目前面臨抗疫物資短缺、現金流不足和訂單下

跌等問題，有逾三成企業可用資金不足1個月。

面對收入大降疊加人工和租金支出，上游原材料

供應不足的困境，企業期望政府在防疫物資、稅

收、租金等多方面予以支持和援助。

該份由深圳市現代供應鏈管理研究院發佈的調查
報告，覆蓋深圳市上千家製造業企業，包括電

子計算機通信製造、設備製造、塑料製品、化學製
造、金屬製造等，其中一半為民營企業。根據調研
結果，企業預計一季度營收下降20%以上的企業佔
比達7成，下降10%至20%佔比為15.3%，僅有2%
的企業表示實現正增長，預計一季度利潤虧損的企
業佔比達23.5%。

26%企業暫停經營
從《報告》針對疫情給企業經營帶來的影響程

度，按重要性分別為：防疫物資採購困難及復工不
足造成企業經營計劃無法正常實施、收入大降疊加
人工、租金等剛性成本正常支出、原料上游供應不
足、潛在客戶訂單取消、訂單境外轉移及客戶流
失、合同履約風險和物流效率受限等。有49%的被
訪企業表示，疫情影響很大，企業經營明顯困難；
26%的企業認為影響較大，企業經營已暫時停頓；
3.5%的企業認為影響嚴重，企業面臨倒閉。

現金流承受能力方面，企業表示，如果疫情得
不到快速緩解，資金鏈將面臨巨大的壓力。其中，
30.7%指現金流僅能維持一個月，45.5%可用資金不
足3個月，12.4%稱可用資金不足6個月。近四成企
業資金缺口20%以上，亟需融資。

受疫情影響，產業鏈開工不足，整個原材料段
不僅供應不暢，而且原材料運輸受影響，通關速度

和進出口量也有明顯的放緩趨勢，不僅造成供應緊
張，同時也會引發原材料價格的上漲。

調查企業中68.4%表示，因上游開工不足及物流
影響，企業原料採購成本較疫情前有所上漲；有45%的
企業表示，原材料成本增長10%以上。90%企業表示當
前產品訂單已較去年同期下降，其中下降50%的企業達
到27%，並有31%企業稱基本無庫存，45.5%僅供一個
月內銷售，僅12.4%企業庫存可以供3個月內銷售。

低到崗率拖慢項目
從事人工智能研發的深圳高科技企業雲天勵飛

有關負責人表示，目前對公司主要的影響是人員復
工難，外地員工到崗率低，企業復工申請難，特別
是外地的研發中心。這會在一定程度上拖延項目進
度。用工的短缺又造成產能跟不上，而上下游供應
鏈緊張，加上原材料的漲價，都將令公司成本增
加。

服務高科技製造、從事航空國際貨運的港企東
捷運通董事長黃鵬表示，新冠肺炎的疫情令很多國
家和地區來往內地的海運和空運業務暫停，因為貨
櫃船和飛機都禁運。據統計，今年1月份的貨量及
營收比去年同期下降28%，2月情況現時來看較去
年有五成或以上跌幅。他說，最大的壓力來自營運
成本，收入下跌，但開支上仍是正常，幸虧政府和
銀行均推出如免租和融貸政策，相信對中小企有較
大的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面對
疫情帶來的挑戰，不少企業並沒有坐以待斃。據深
圳市現代供應鏈管理研究院調查指，有58%企業以
加班方式彌補停工停產損失，41%企業通過實踐在
線辦公、自動化生產等方式應對疫情。對於如何吸
引客戶，有32%企業表示將會加快新產品開發、尋
找新客戶；31%企業申請政府補貼緩解困難，28%
企業表示將關閉部分生產線，減少固定開支。

據了解，接受調查的企業主要訴求包括：80%
希望政府支持企業解決口罩、消毒水等防疫用品物
資保障，切實幫助企業做好復工防疫指導，協助企
業組織工人返廠，盡快回復生產；78%希望政府分
階段減免企業稅收、租金、五險一金等稅費；70%
希望政府維護市場價格秩序，嚴防各行各業趁機漲
價、哄抬價格、囤積居奇等不正當價格行為；63%
希望政府支持企業人員招聘，多渠道提供企業招工
資源，給予企業招工補助；49%希望政府通過低息
融資、加大對中小企業信貸支持等方式緩解企業資
金周轉困難問題。

此外，調查指，暢通物流通道、加大法律援
助、化解企業合同無法按期履約的風險、支持企業
走出去、加大境外市場的開拓力度也成為企業的迫
切需求。

近六成企業加班追進度

國際訂單面臨違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疫情

未過，導致開工企業復工率低，同時即使開工，工
廠也面臨供應鏈未跟上等問題。深圳市現代供應鏈
管理研究院對深圳市上千家製造業企業調查報告
稱，因為疫情影響導致大量出口企業交貨明顯延遲
了半個月甚至近一個月，有企業面臨訂單取消，以
及因出現交貨違約帶來的索賠問題。

東捷運通董事長黃鵬對香港文匯報表示，現
在企業面臨國際物流流通環節受阻和國際貿易訂單
違約的風險。受疫情影響，從內地出口的貨品會面
臨多國嚴格檢驗檢疫政策，目前多國對於內地出口
貨品加以嚴格的檢驗檢疫政策（隔離14天），導
致從內地出口的貨品不能正常如期交付，內地加工
轉口貿易、出口量勢必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周邊
國家逐漸發展為新的加工貿易基地，預計進口量亦
會受到影響。

從事5G和新能源汽車配套設備研發和製造的
港企嘉瑞集團韓小姐表示，公司因為受到復工率低
導致出口訂單受影響，一些客戶要求索賠，好在雙
方多是長期合作關係，通過解釋對於也理解便放棄
了索賠，只希望他們能夠持續及時供貨。港企中國
香精香料董事會主席王明凡說，他們公司的出口訂
單也由於復工率低，導致部分訂單取消，但他相信
隨着復工率逐步提升，訂單將會回流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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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疫情影響受新冠疫情影響，，深圳大量復工深圳大量復工
企業正面臨抗疫物資短缺和訂單下企業正面臨抗疫物資短缺和訂單下
跌等問題跌等問題，，有逾三成企業可用資金有逾三成企業可用資金
不足不足11個月個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深圳企業現時
面臨的主要難題

1 防疫物資採購困難及復工不足造
成企業經營計劃無法正常實施；

2 收入大降疊加人工、租金等剛性
成本正常支出；

3 原料上游供應不足、潛在客戶訂單
取消；

4 訂單境外轉移及客戶流失、合同
履約風險和物流效率受限；

5 90%的企業當前產品訂單已較去
年同期下降，訂單下降50%企業
佔比達27%；

6 有45%的企業表示，原材料成本
增長10%以上；

7 近四成企業資金缺口逾20%亟需
融資。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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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高雄市長韓國瑜今天
下午前往夢時代購物中心視察美食街
業者防疫作為、宣導紓困方案，並鼓
勵市民外出消費，但行程未對外公開
，反而無預警地在臉書開直播，韓國
瑜在一處販賣抹茶聖代的商家當一日
工讀生，示範製作聖代，卻因不諳訣
竅，屢試屢敗，讓韓國瑜忍不住在直
播中當場脫口： 「我他媽，為什麼老
闆可以做的這麼尖？」小編尷尬緩頰
「可以了，可以了」，韓國瑜當場做

了6杯聖代，幾乎無一成型，但全數
仍被現場消費者買走，讓韓國瑜直感
謝消費者的捧場。

韓國瑜是在下午 4 時前往夢時代
購物中心，宣導市府的紓困方案並視
察美食街的防疫作為，韓國瑜一開始
到百貨公司主要是讓大家了解，高市
府要求所有小吃店的餐飲業，動線要
擦拭、勤洗手、戴口罩做好紮實的防
護措施，請市民消費時安心。

韓國瑜在現場當起一日工讀生，
向業者學習如何製作 「抹茶聖代雙重
奏」成品，只見業者示範的成品霜淇
淋尖尖地豎起，小編在旁叮嚀 「市長
，你要幫忙賣出去呀！」韓國瑜趕緊
端著業者做好完整的抹茶聖誕雙重奏
，對著看熱鬧的民眾遊說， 「光照相
，要不要買這杯，現在防疫期間，人
流量少一點」，有婦人當場支持買下
聖代。

韓國瑜隨後在小編慫恿喊話：
「市長要幫人家賣起來，不然你今天

沒工資啊？」之下，當場試做擠霜淇
淋，結果第1支，一整陀擠在杯中，
韓國瑜不好意思地說： 「做成這樣，
不好意思了，這樣可以嗎？」老闆頻
說 「可以，可以」，隨後一名婦人買
下，要求和韓國瑜合影，韓國瑜高興

地說 「買一送一」。
由於現場有人排隊，韓國瑜高興

地說 「生意不錯」又繼續試做，結果
第2支霜淇淋一樣一坨堆在杯內，讓
韓國瑜忍不住對著業者說， 「為何我
做的都垂頭喪氣，你做的都抬頭挺胸
？」老闆又再示範一次，韓國瑜當場
豎起大拇指稱讚 「Perfect，這就是專
業！」

韓國瑜現場趁空呼籲外界現在防
疫期間，經濟非常弱，現在高雄小餐
飲、百貨、飯店、文創要有信心，有
支持者在旁喊 「市長加油！」韓國瑜
並指，全台灣高雄在大年初一就一級
開設，但全台灣慢了高雄1個多月，
高雄對防疫要求都是很嚴格。

由於現場仍有民眾要買，小編在
旁鼓勵： 「市長再給你一次機會」，
只見韓國瑜又上場，剛開始拿著杯子
繞了兩圈，小編即忍不住稱讚 「哇！
市長越來越厲害了！」韓國瑜得意地
說， 「開玩笑，我從小就是冰雪聰明
」結果擠出來的霜淇淋不僅沒有尖尖
的，還掉在杯口處，讓韓國瑜當場尷
尬地笑著、拱手對買下第3杯的消費
者說 「真的不好意思，真的對不起」
，最後老闆補救成功，才遞給消費者
。

由於又有消費者點餐，韓國瑜再
示範第 4 支，韓國瑜拿起杯子說，
「我有點沒信心了！」只見韓國瑜右

手操縱機器，左手拿著杯子，霜淇淋
垂降進杯，小編在旁喊 「加油，加油
」後，垂降中的霜淇淋就突然折斷，
讓韓國瑜忍不住爆氣，不解地邊操作
邊說： 「為什麼，我他媽為什麼，為
什麼，老闆為什麼可以做的這麼尖？
」話一說完，霜淇淋最後稍微立起尖
尖模樣，讓韓國瑜嚇一跳說： 「唉呦

！」小編在旁趕緊緩頰： 「可
以了，可以了！」隨後韓國瑜
高興地遞給消費者，感謝消費
者捧場。

為了滿足要買韓國瑜製作
霜淇淋的市民期待，韓國瑜繼
續試做第 5 杯，拿起杯子裝好
抹茶等基底成品後，對著鏡頭
說 「我是被政治耽誤的小老闆
」，隨即試做，小編在旁說
「美醜不重要，但誠意很重要

」說著說著，韓國瑜的第 5 杯
霜淇淋又是一坨擠在杯中，當
下韓國瑜不解地說， 「奇怪了
，這真的不容易，這有竅門的
」。

韓國瑜在服務最後一杯，
第 6 杯時，依舊失敗，最後勉
強擠了第2次，直接讓霜淇淋垂降至
杯中，勉強有了尖尖霜淇淋的造型，
韓國瑜對著女性消費者說 「小姐，不
好意思，味道是一樣的」。

隨後有三樓的櫃姐聞訊趕到現場
，希望韓國瑜也到三樓行銷，對韓國
瑜說， 「市長拜託到三樓，好慘喔！
」但韓國瑜因要和研考會主委李明義
宣導高雄防疫補救政策，未至三樓宣
傳。

韓國瑜和研考會主委李明義宣傳
市府紓困方案，韓國瑜表示，這次疫
情影響最大的就是工商服務業，每個
服務人員都戰戰兢兢，努力提供最佳
的衛生環境，衛生局與業者盡最大努
力監督，籲請市民朋友放心消費。

韓國瑜並指出，本月初高雄市首
先全國提出企業於疫情期間的紓困方
案構想，市府也針對疫情可能帶來的
經濟危機，提出優惠企業貸款及照顧
補貼休息勞工，大家一起努力，市府

大補貼，齊心對抗疫情！韓國瑜也陳
述市府對於中小企業的紓困方案，還
指日後會請美食家評鑑，讓大家知道
高雄哪裡有好吃的小吃。

韓國瑜說，現在經濟疲軟各行業
都在度小月，身為市長他非常擔心，
並指高雄市是全國第一個提出來要紓
困方案，現在要求市場租金減半、無
薪假的勞工要有保障，每個被迫放無
薪假的勞工基本上要有最低薪資。

李明義隨後也解釋高雄的紓困政
策，指高雄銀行對有需要的設籍高雄
的企業主低利息1.58%，且第1年的利
息由高雄市政府吸收，此外，在報稅
季節，地方稅、牌照稅、房屋稅、娛
樂稅，可以申請減輕，延繳、減徵或
線上辦理。

李明義並指出，產業紓困部分，
經發局有加碼1億的融資，房屋稅也
啟動了，對於不消費的狀況，給小黃
小確幸，中午用餐時段停車不收費，

半年期間，全市停車格收費縮短2小
時，另公有市場租金減半，如果是市
府委外經營也會延期期限；農漁業也
有 水 產 促 銷 活 動 ， 低 利 貸 款 也 有
1.58%。

韓國瑜緊接著說，因為公有市場
房東是市府，為讓攤商能喘一口氣，
每個攤商花費都是成本，攤商收入減
少要抱持同理心，降低大家壓力，共
體時艱。

高市府新聞局長鄭照新表示，市
長在臉書直播目的主要是視察百貨美
食街防疫措施，並宣導對各行業的紓
困方案，也希望能帶頭鼓勵大家多到
高雄消費。鄭照新指出，至於媒體朋
友關心的所謂 「脫口」，則為近似音
的誤解，市長所言為 「我怎麼」（就
是用不好)，而非 「我他媽」，即便如
此，仍非常感謝媒體能關注市長臉書
，協助宣傳高雄觀光與美食特色。

韓國瑜百貨直播一日工讀生
擠抹茶聖代屢失敗

（中央社）武漢肺炎疫情全球升溫，全台民眾防疫意識高
漲，外出人口明顯降低，造成全台捐血中心血液存量告急，新
竹捐血中心特別和經營商場和商旅業的在地企業暐順集團合作
，今天（27日）號召員工和民眾挽袖捐熱血，希望在疫情緊繃
時期，以不影響防疫的方式，努力做公益，募集血液。

全台捐血中心在今年春節期間的捐血狀況就很不理想，加
上武漢肺炎疫情加劇，導致捐血民眾人數驟降，使得血庫缺血
。暐順集團和捐血中心合作，號召大家一起響應，只要民眾捐

血，就送手工麵包、口罩和消毒用酒精。今天（27日）上班日
成功吸引許多高鐵特區的商務民眾捐血。

因武漢肺炎疫情衝擊，全台餐廳旅遊和飯店業都受到很大
的影響，暐順集團在高鐵新竹站前經營商場，也在新竹地區經
營飯店，雖營運遭疫情重擊，仍響應捐血中心號召，捐麵包、
口罩、酒精等，鼓勵大家做公益。捐血中心表示，為確保捐血
民眾安全，捐血前都會替民眾量體溫、噴酒精消毒，做好防疫
措施。

武肺疫情衝擊 桃園機場旅運量僅剩2成

疫情衝擊恐缺血 企業響應捐血送口罩酒精

（中央社）武漢肺炎持續肆虐全球，日本、南韓境內武漢肺
炎疫情不斷升溫，目前台灣針對韓國旅遊警示已升級為 「不建議
前往」的第三級，日本為第二級警示，但台灣來往2國的航班已
大減。世界各國皆受疫情影響，航班大減，航空業首當其衝，桃
機也不例外，移民署統計，桃園機場昨天（26日）入出境旅客數
為2萬5千人次，去年同期11萬人次，跌幅近8成。

桃機公司統計，今天（27日）往返日本航班183班，取消34
班，減班近2成，往返南韓航班47班，大砍37班，減班近8成。

移民署表示，今天桃園機場入出境旅客預報3萬5千人次，去年
同期11萬9千人，旅運量跌幅已破7成。

受武漢肺炎疫情衝擊，桃園機場入出境人數呈雪崩式滑落，
資料顯示，桃園機場在2月18日入出境人數約4萬2千多人，去
年同期是15萬多人，19日就跌破4萬，剩下約3萬8千多人次，
前天（25日）更跌破3萬人次。昨天（26日）桃機的入出境人數
只剩下2萬5千多人，而全台灣各機場、港口的入出境人數也只
剩約3萬人次（去年同期約14萬6千人次），預估明天（28日）

全國入出境人數會降到3萬以下。
面對旅客數不斷下滑，桃園機場內的各業者哀鴻遍野，曾經

歷SARS期間的業者無奈地說，當初SARS發生時，旅客數是逐
漸下滑，但這次武漢肺炎發生時，旅客數瞬間下滑，完全沒有緩
衝期。2003年5月SARS期間，整座桃園機場的單日旅客數不到
9千人，隨著武漢疫情持續蔓延，旅客數一定還會持續探底，真
的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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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大甲媽祖
遶境確定延期，台北市長柯文哲今下午親自主
持防疫會議，會後受訪被問及舉辦大型活動是
否有應對的SOP，柯文哲提到按照之前舉辦台
北燈節，有兩個原則， 第一、群聚吃飯要避免
，第二、鼓勵參加的人戴口罩，如果沒有群聚
吃飯，在戶外舉辦活動的危險不大，所以他不
贊成全部停掉，但像大甲媽祖動員的人太多，
所以有困難、需要延期，但北市大型活動原則
上不取消，但會比照台北燈節的經驗修正。

柯文哲也表示，很多人在問這場疫情什麼
時候會結束，但其實台灣到目前為止表現的非
常好，只有零星病例，假使出現像韓國那樣一
天確診很多人，坦白講還是危機，要密切觀察
，目前心理層面遠大於實質影響，市面上經濟
活動受到影響，所以涉及北市公有商圈的攤商
租金，3月起降成5折，為期3個月，之後再觀
察。

中央政府今天宣布防疫中心提升至一級開
設，媒體問柯，本土早已有確診案例，有些地
方縣市早就是一級開設，是否中央現在宣布太
慢？柯表示不要拘泥名詞，像社區感染分很多
種，零星一、兩個的，有句話說 「力不可用盡
」，他也不太贊成太過，升一級搞得太緊張，
柯提到大家的共同敵人還是武漢肺炎，所以不
管他平常怎麼開玩笑，說 「順時中、逆時中」

，只要中央講的，北市府還是配合。
至於中央一級開設仍由衛福部長陳時中擔

任指揮官，柯對此表示就看目前最適合的狀況
，如果陳時中直接指揮就可以，那也不用一定
要誰來做，因為如果對業務不是很熟悉的人，
也沒有必要。

媒體問柯，現在北市府一級開設，是否代
表疫情已經嚴重了，柯表示中央跟地方還是會
合作，如果中央要一級開設，台北市會配合辦
理，北市府還是有做準備，瘟疫本來就是心理
層面，台灣到目前為止有 32 例，但經濟已經
（很慘），像他昨天去餐廳吃飯，只有他這一
桌，所以他不太贊成太過恐慌，像台北燈節還
是有辦。

至於有非法印尼看護因為照顧第27案武漢
肺炎患者而染病，中央也公布確診看護之前出
去的路線，曾到過北市龍山寺，柯表示公布路
線只是讓那段時間經過的民眾會比較有sense ，
他個人是主當公開透明，相信台灣社會夠成熟
，但柯隨後也重申不要太過恐慌。另外像市府
大樓下周一起也要用紅外線感測器，檢查出入
民眾及員工是否有發燒症狀。

柯文哲在今天開完防疫會議後表示，每天
早上8點半到9點在市府內將召開疫情會報，他
提到目前台北市居家檢疫的人數有1千多人，考
量台北市居住環境小，有些人在家檢疫有困難

，所以智慧居家隔離機制已經上線，比如居家
環境不適合檢疫的，目前北市府已經有徵用旅
館在處理。北市府觀傳局長劉奕霆補充，目前
北市已接洽2家旅館作防疫使用，提供約40房
間數，提供無症狀居家檢疫的民眾比如外籍旅
客入住，上周五就已經上線。

柯文哲也提到，目前台灣有5萬名沒有身分
證的外勞，過去政府沒有很認真的處理，如果
有社區感染，會變成防疫的破口，所以這5萬名
外勞，在疫情時期恐怕要有特別寬容的處理方
式，必須誠實面對。

大甲媽祖遶境延期大甲媽祖遶境延期
柯柯PP：：北市大型活動原則上不取消北市大型活動原則上不取消

（中央社）台灣大哥大稍早宣布在今天中午搶先繳清306.56
億頻譜標金後，電信三雄已全已一次付清標金，也把5G事業計
畫書、資通安全維護計畫等送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審查，NCC預估4月份各大業者就能進行建設，先前各電信業
者都宣示要拚第三季5G開台。另為提前佈局5G商機，台灣大今
也宣布成為知名線上遊戲 「英雄聯盟」遊戲開發商台港澳獨家代
理合作夥伴，正式切入遊戲代理市場。

這次 5G 首波釋照競標，經過兩階段經標後，總標金來到
1421.91億元、創下國內頻譜競標標金史上新高，其中中華電信
合計砸下483.73億元最多，並取得最好頻段位置，據了解前天就
已提前繳清，遠傳砸下430.42億元，也在昨天一次繳清，台灣大
則宣布今天繳清，據了解電信三雄全一次付清，沒採取分期付款
方式。

NCC透露，像是亞太電信原本有繳交10億元保證金，但這
次僅出手4.12億元標28GHz頻段，後續扣掉得標標金後還要還
回，各大電信業者也陸續繳交5G事業計畫書等文件，預估會在1
個月內審核完畢，預估4月份各大電信業者就能開始5G基地台
建設。

台 灣 大 哥 大 表 示 ， 5G 具 有 eMBB( 增 強 型 行 動 寬 頻)、
URLLC(超可靠低延遲通訊)、mMTC(巨量物聯網通訊)、MEC(
行動邊緣運算)等四大技術特性，將可為電信業者在創新服務及
垂直場域的應用上將有更多的商機，並稱未來電信產業競爭，可
望從過去明顯以消費型用戶市場的競爭，逐步移轉到消費型用戶
及企業型垂直應用場域市場並重的競爭。

同時台灣大哥大今也宣布首度跨足電競產業，與發行《英雄
聯盟》（League of Legends）》的遊戲開發商Riot Games簽署合

作備忘錄，並稱是Riot Games所開發遊戲於台灣、香港、澳門的
「獨家代理」合作夥伴，會在四月底由《符文大地傳說》卡牌遊

戲，擔任台灣大所代理首發開路先鋒。
台灣大哥大總經理林之晨表示，首重 「速度」的電競遊戲，

將是台灣大體現未來5G、創造亮點價值不可或缺的一環，尤其
近日全球疫情擴大，看好宅經濟會逆勢爆發，遊戲產業後勢看好
。

台灣大表示，獨家代理RiotGames的第一支《符文大地傳說
》卡牌遊戲已在封測階段，預計4月底正式開放下載。

雖台灣大稱是Riot Games台、港、澳 「獨家代理」夥伴，但
該遊戲商旗下最熱門遊戲 「英雄聯盟」在台現是由 「Garena」競
舞娛樂代理營運，對此台灣大低調稱有後續消息會對外公布，也
對未來該款遊戲後續在台營運埋下伏筆。

衝5G開台！電信三雄提前繳清標金 台灣大斜槓切入遊戲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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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截止日5/29/2020，並僅限新開辦零售結帳終端服務的客戶。每月銷售額達$50,000以上之客戶可享$100費用減免；達$30,000以上之客戶可享$50費用減免。有相關條件限制。詳細規範、費用與條件請參閱開戶細則或洽各華美銀行分行。Visa為Visa 
International Service Association的註冊商標。Mastercard為Mastercard International Incorporated的註冊商標。Discover 為Discover Financial Services, Inc. 的註冊商標。American Express 為American Express 的註冊商標。Apple、Apple Pay 與蘋果圖標為
Apple Inc在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Android、 Chrome、Google Pay、Google Play與Google 圖標為Google LLC. 的註冊商標。

設置方便快捷的
結帳系統
華美銀行為您提供零售結帳終端服務，

收受各類信用卡及手機付款，方便實體

及網路商店大開客源。

2020年5月29日前裝設，可享設備費
減免高達$100。*

向前邁進，就從這裏開始。

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fast
或致電 877.392.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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