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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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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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HOUSE
星期六12-5PM

超級星期二慘敗超級星期二慘敗 布隆伯格退出改挺拜登布隆伯格退出改挺拜登
（綜合報導）花費數億美元籌組美國史上最昂貴總統競選團

隊的前紐約市長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因超級星期二初
選表現不佳，已宣布停止競選活動，改為支持前副總統拜登(Joe
Biden)。

“我一直認為，要擊敗川普，首先要團結在最有可能獲勝的
競選人身邊。經過昨天的投票，很明顯，這位競選人是我的朋友
，一位偉大的美國人——喬·拜登。”布隆伯格在一份聲明中說
。

3個多月前才加入戰局的彭博，跳過4個早期投票州，在全
美14個“超級星期二”初選州投入重金，但未能達到預期效果。
截至4日，布隆伯格得票率排名第四，僅獲得12個全國代表席位
。布隆伯格現年78歲，是彭博有限合夥企業和彭博慈善基金會創
始人，個人財富估值逾550億美元。根據分析公司“Advertising
Analytics”的數據，截至2月21日，布隆伯格的競選廣告支出達
5.058億美元。

憑借個人財富競選的方式，讓布隆伯格被批“花錢買選票”
。在僅有的兩次電視辯論亮相中，他沒能化解對手的持續攻擊。
全國舞台上的欠佳表現，也拉低了他的選情。雖然宣布退選，布
隆伯格仍有可能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保持影響力，他已承諾將
繼續投入資源，幫助民主黨阻止川普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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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

   仿真練習，讓您100%通過

* VIP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

   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歡迎電話咨詢 ： 

   713-815-5011 / 832-279-7772

      

專辦:    移民法 (家庭，特殊人才等)

非移民(簽證延期，身份轉換，學生簽證等)

商業法（合同簽訂，項目投資）

家庭法   ( 協議離婚，離婚糾紛）

委托書，單身證明，生活經濟擔保以及

各類公證 等等

商業過戶 / 房屋過戶

葉慈律師事務所 YATES CONSULTING GROUP,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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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韓國官方昨（4）日表示，
全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中，將近7成和大規模
感染（mass infection）有關，其中確診病例
並不侷限於大邱市的新天地教會，其中台灣
旅客常去的首爾及釜山等也都出現集體感染
情形。

韓聯社報導，截至昨日下午4時，韓國境
內新冠肺炎確診數已超過5,600例，韓國中央
防疫對策本部本部長鄭銀敬表示，當中
65.6%病例和集體感染有關。

以各區域感染情形來看，大邱市新天地
教會目前有2,583人確診，是韓國全境最大宗
的集體感染事件。

忠清南道的天安市（Cheonan）及牙山
市（Asan），一共有80名確診病患和天安市
一間尊巴舞（Zumba）舞蹈教室有關。舞蹈
教室一名講師率先確診，之後包含另外3名講
師、50名學生、26名親屬都中鏢。

釜山市也爆發集體感染事件，33個確診
病例和當地溫泉教會相關，患者都曾在上月
17日參加為期三天的教會靈修活動。

台灣人特愛旅遊的首爾也不例外，首爾
城東區住商混合的大樓 「首爾森林店」 一名
50歲管理人員率先確診，報導說他近期沒有
海外旅遊史，也沒有和任何確診個案接觸過
，感染來源不明，不過他至今已經感染了11
人，當中包含他的家人。

此外，京畿道水源市也發生和當地生命
泉教會相關的群聚感染事件，一共6人確診。
京畿道果川市也爆出教會內部感染。

除了上述這些地區，韓國衛生部門尚在
調查是否還有其他群聚感染情形，目標包含
慶尚北道漆谷郡重度身心障礙者照護機構
「麥粒愛心之家」 、慶尚北道金泉市的一間

少年監獄。

全境淪陷？韓多地爆大規模感染 這些地方都中鏢

（綜合報導）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的總
部設於奧地利維也納，13個成員國的官員到達會
議現場後，依慣例都會行使握手或擁抱等國際禮
儀。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歐洲期間，會場設
立了告示板，要求避免握手或擁抱。周三就發生
了，官員以 「握腳」 方式打招呼的逗趣畫面。

在OPEC官方的推特上，公布了一段影片，
影片中OPEC的秘書長柏金鐸(Mohammad Bar-
kindo)與俄國能源部長諾瓦克(Alexander Novak)用
腳打招呼，引起在旁的官員用手機錄下。

OPEC表示，因為新冠肺炎的疫情嚴重，所以
本周的會議，參與人員減至最低，也不邀請媒體
。

所有官員在進入OPEC總部時，都必須量測
體溫，若體溫高於37.5度，將不得進入。伊朗也
是OPEC成員國，而伊朗的疫情相當嚴重，據傳
許多高級官員也感染了新冠肺炎。這次會議伊朗
的代表為內閣幕僚畢揚·贊格內(Bijan Zanganeh)。
他的下榻旅館已經做好所有衛生清潔工作，嚴陣
以待。

OPEC會議 奧地利建議不握手 官員改 「握腳」（綜合報導）新冠肺炎疫情在國際擴散，
英國又有12人確診，加上4大會計師事務所德
勤（Deloitte）倫敦辦公室有員工確診後，英格
蘭國家醫療保健服務（NHS England）宣布，
新冠肺炎提升到第4級事件，也就是緊急程度
最高的事件。此外，義大利政府宣布將暫時關
閉包括大學在內的各級學校，從本周四開始，
一直到3月中旬為止。

另美國疫情煞不住，迄昨全美9死中，8人
在重災區華盛頓州，其中6人又都來自柯克蘭
同一家長照機構 「生命護理中心」 ，在該中心
任職的台灣營養師孫志銘3日在臉書（FB）發
文稱，疫情爆發，當地醫護人員防護意識甚低
， 「辦公室內只有我一人戴口罩」 ，院內醫護
人員對染病患者也不緊張，沒有穿上任何防護
裝備。美東紐約州出現第二個確診病例，病況
嚴重，這名50歲男子並無旅遊史，也未接觸感
染源，當局視為紐約首起社區傳播病例。

據《每日郵報》（DailyMail）3日報導，英
國衛生首長在新冠肺炎提升到第4級事件這項
宣布後，將擁有接掌地方醫院的緊急權力。英

國首相強森已公布行動計畫，警告英國
「極可能」 爆發嚴重疫情。

義大利是亞洲以外新冠病毒影響最嚴
重的國家，新冠肺炎確診病例2502人，死
亡人數為79人。

面對新冠肺炎持續擴散，義大利政府
宣布將暫時關閉包括大學在內的各級學校
，從本周四開始，一直到3月中旬為止。

義大利是亞洲以外新冠病毒影響最嚴
重的國家，新冠肺炎確診病例2502人，死
亡人數為79人。

華盛頓州是全美唯一出現死亡病例的
州，更擔心有社區傳播與院內感染，已於2
日宣布緊急狀態，並準備買下一家旅館隔
離病患，而該州的西雅圖市、柯克蘭市以
及微軟總部所在的雷德蒙德市（Redmond
）也都在3日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電商巨擘亞馬遜位在西雅圖的辦公室出現
一名員工確診，目前在家隔離中。亞馬遜已通
知所有曾與該名病患接觸以及出現症狀的員工
留在家中並就醫。

而手機大廠蘋果繼先前要求員工暫時停止
赴大陸出差後，現在也決定限制員工前往南韓
及義大利出差，並表示如果重要原因必須前往
這些地區，需經公司副總裁批准。蘋果也鼓勵
員工使用遠距會議。

鑑於確診人數遽增至126例、擴及至16州

，川普總統3日捐出去年第4季的薪水10萬美
元給衛生部，做為支持防疫之用。美國疾病管
制暨預防中心（CDC）即日起取消原有的檢疫
限制，民眾即使只有輕微症狀，只要醫生許可
，不需有接觸史、旅遊史皆能受檢。

英國如臨大敵 防疫升到最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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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義大利是新冠肺炎疫情最嚴
峻的歐洲國家。義大利民防保護部本周三表示
，過去一天內，境內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數
瞬間增加28例，累計高達107例；確診病例增
加587例，累計3090例。死亡率3.5%，比全
球平均值還高。

為了防堵疫情持續的惡化，義大利教育部
決定關閉全國各級學校，包括大學，關閉期間
從3月5日到3月15日，屆時再視情況宣布是
否延長。而義大利北部重災區的學校則是從上

周開始就已經停課至今。
總理朱塞佩·孔蒂 (Giuseppe Conte)對

《路透社》記者表示，義大利政府正在準備頒
布一項緊急法案，其中的防疫措施包括要求任
何形式的集會活動全面停辦、電影院及劇院關
閉、所有人必須與他人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離
、停止見面擁吻、握手的禮儀。

這項法案甚至規定，所有運動賽事，包括
甲級足球聯賽，都不得售票，亦即球員將會在
空無一人的球場中比賽。

義大利暴增至107死 全國學校關閉 下波關閉球場及劇院

（綜合報導）日本確診感染新冠肺炎的患
者4日突破1000人，3日晚間至4日又新增33
個確診病例。4日還傳出日前到大阪的LIVE
HOUSE（小型音樂廳）參加演唱會的歌迷陸
續中鏢，且分散在日本各縣。京都的麥當勞有
店員感染，已決定暫停營業進行全面消毒，因
麥當勞規定工作時不能戴口罩而遭消費者痛批
。

日本3日晚間至4日傳出山口縣、京都府
、愛媛縣、北海道、千葉縣、高知縣、東京都
、愛知縣、宮崎縣、大阪府等共33人確診，
其中山口縣和九州的宮崎縣都出現確診的首例
。包括鑽石公主號的感染者706人、撤僑包機
感染者14人在內，日本國內感染人數達1032
人。

位於大阪市都島區的 「大阪京橋 LIVE
HOUSE Arc」 發生群聚感染，2月15、16日
去參加演唱會的人都陸續確診，加上4日新確
診3例，總共已有11人感染。4日確診的包括
1名50多歲住京都的女性，以及在東京世田谷
區的保育設施工作的30多歲女性及東京的40
多歲女性上班族。

高知縣4日又有4人被感染，其中包括未
滿10歲的小學生以及40多歲的女性、60多歲
的夫妻，使高知縣確診人數增加至7人。4日
確診的人都是曾去大阪參加演唱會而遭感染的
護士之親友、同事等。

此外，1名40多歲日本男性4日從越南返
國，在中部國際機場檢疫時被查出確診感染，
這是日本機場海關檢疫查出的首例。

演唱會歌迷中鏢 日確診破千人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截至
4日為止，伊朗累計確診人數已達到2,922例，
境內累積達92人因病喪命，死亡人數就快飆破
百例。根據伊朗官媒報導，皇室法院發言人伊斯
馬利（Gholamhossein Esmaili）3日宣布，將暫
時釋放監獄內至少5.4萬名囚犯。

根據《伊朗學生新聞社》（ISNNA）報導，
伊斯馬利表示， 「囚犯的衛生健康對我們而言很
重要，不論他們的犯行重罪與否。」 在衛生部的
全程監督之下，本次釋放的囚犯必須經檢測結果
呈陰性，才能暫時離開監獄。

不過根據《BBC》報導，釋放的囚犯也是有

條件限制，重監囚犯的刑期若超過5年以上，將
繼續關在監獄內，不受用本次的條例。有英國消
息指出，英裔伊朗籍慈善工作者札格里萊特克里
夫（Nazanin Zaghari-Ratcliffe），可能很快就能
重獲自由。

伊朗是死亡人數排名第2高的國家，不少高
層官員都相繼遭到感染，包括女副總統埃布特卡
（Masoumeh Ebtekar）、衛生部副部長哈利奇
（IrajHarirchi），國會有高達8%議員皆中鏢，
上月21日才剛當選國會議員的達斯塔克（Mo-
hammad Ali Ramazani Dastak）也因感染新冠肺
炎不幸身亡。

避免新冠肺炎群聚感染 伊朗宣布：暫時釋放5.4萬名囚犯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亞裔面孔成為攻擊目標。一名23歲
亞裔男子在倫敦牛津街遭人大喊 「冠
狀病毒」 後挨揍，倫敦警方公布監視
器畫面，矢言緝兇。

來自新加坡、就讀於倫敦大學學
院（UCL）的強納森（Jonathan Mok
）在臉書張貼自己鼻青臉腫的照片並
發文表示，2019 年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武漢肺炎）導致全球
恐慌，但當大家專注於病毒對健康造
成的危害時，卻忽視了它帶來的社會
效應，那就是種族歧視找到了另一個
浮出檯面的藉口。

他表示，過去幾週相關騷擾事件
增加，他個人也經歷過幾次口頭騷擾
，不過，那些因為毆打事件總似乎是
別人的故事，他以為這些人不過動動
口，不會膽敢動手，尤其是在倫敦最
繁忙的街頭。

然而，2月24日晚間9時15分，
他在牛津街上走過一群年輕人的身旁
，其中一人看向他，還對他說了一些
話。強納森聽到 「冠狀病毒」 這個字
後嚇了一跳，轉頭看向說話者。

那個人依舊瞪著強納森，當他發
現強納森看向他後，大喊 「你竟敢看
我，你這個…」 。3秒後，強納森就

遭到攻擊，其
他還有3名到4
名年輕男子以
及 1 名年輕女
子，都加入毆
打行列。

強納森寫道，幾名路人把攻擊者
拉開，說他們4個打1個不公平。當
強納森對路人解釋他根本什麼也沒做
時，攻擊者的朋友試圖踢他，還說
「我不想要你的冠狀病毒留在我的國

家」 ，同時朝強納森的臉部揮拳，導
致他的鼻子流血。

這些人在警方抵達之前就迅速逃

離現場。強納森之後去了急診室，發
現臉部的傷勢可能需要動手術修復一
些骨頭。

強納森表示，他已經在倫敦讀書
2年，每年都有碰到種族歧視的狀況
（對方可能是無意，也可能是出於惡
意）， 「那些曾說倫敦沒有種族歧視
者的人，最好再想想」 。

強納森表示，他曾以為種族歧視

是基於愚蠢，這些人真的相信種族或
國籍可以定義一個人，這種無知值得
同情。但他現在發現，種族歧視不是
愚蠢，而是仇恨。種族歧視者一直在
找藉口散播仇恨，而目前武漢肺炎肆
虐的狀況，讓他們找到了另一個藉口
。強納森的文章目前已經被分享近4
萬次。

亞裔男子被喊病毒後挨揍倫敦警方緝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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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高加索國家加強防控措施
格魯吉亞首現病例

綜合報導 伊朗相鄰的南高加索國家，近日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向

本地區蔓延加強防控措施，現已出現首例感染病例。

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位於南高加索地區，阿、亞兩國與

伊朗接壤，同伊朗經貿關系密切，人員往來頻繁。據阿衛生部26日公布

的消息，目前阿首都有7人疑似感染新冠病毒，其中兩人是阿塞拜疆公

民，5人是來自伊朗的大學生。另外在該國南部還有23名來自伊朗的大

學生被隔離觀察，其中兩人有發熱癥狀。

據阿媒報道，世界衛生組織近期將向阿塞拜疆派遣專家，會同該國

剛成立的傳染病防控工作組共同應對可能出現的疫情。同時，阿塞拜疆

政府提醒本國公民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不要前往伊朗。

亞美尼亞政府決定關閉與伊朗接壤的邊境口岸，關閉時間為兩周，

同時民航部門減少飛往伊朗的航班次數。亞美尼亞已經向伊朗派遣醫療

組，對乘坐航班由德黑蘭飛往亞首都埃裏溫的乘客進行起飛前體檢。另

外，為防止病毒向軍隊擴散，亞美尼亞從2月25日起禁止軍人休假和家

屬探視。目前，亞美尼亞境內有83人疑似感染新冠病毒，目前正處於隔

離觀察中。

格魯吉亞衛生部長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實驗室分析結果證實，格

魯吉亞境內出現首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感染者是格魯吉亞公民，於2

月25日從伊朗經阿塞拜疆抵達格魯吉亞，現已被送往傳染病醫院，無生

命危險。格國家疾病控制和公共健康中心主任稱，與該病例有接觸的乘

客和人員已在阿塞拜疆境內隔離。此前，格魯吉亞已宣布限制與伊朗之

間的人員流動。

法國調查：加強疫情防禦
民眾需改善不良衛生習慣

綜合報導 法國民調機構指出，目前法國正在不斷加強新冠肺炎病

毒疫情防禦措施。壹項最新調查顯示，某些法國民眾可能需要改掉原本

日常個人衛生清潔方面的不良習慣。

據法新社報道，民調研究機構法國公眾意見(Ifop)機構，近日協助專

門清理臟亂住宅的公司(Diogene France)進行了壹項調查。調查結果顯示

，高達24%的法國男性壹周內較徹底的洗澡僅為兩次，5%的法國男性壹

周僅洗壹次澡。

調查指出，法國女性有15%的人壹周僅有兩次能夠好好的洗澡，有

4%的女性壹周完整的洗澡僅有壹次。與此同時，97%的法國男性壹周至

少洗壹次頭，略高於96%的女性。

衛生部門將經常洗手視為預防新冠肺炎病毒擴散的基本防疫措施，

目前疫情正在歐洲不斷擴散，加強病毒預防措施，目前已經成為了法國

乃至歐洲人共同關心的問題。

但法國公眾意見機構研究顯示，29%的法國民眾去過洗手間後，基

本上沒有洗手的習慣，且僅有25%的法國人擤完鼻涕會去洗手。

與此同時，這項調查研究披露，僅73%的法國男性每天會更換內褲

，相比之下女性每天更換內褲的人則為94%。

調查還發現，21%的法國男性壹周僅把內褲丟進洗衣籃兩次，1%的

男性以不穿內褲來避開此項困擾。

民調機構指出，共有2005名民眾參與了此項調查，報告於1月31日

至2月3日透過網絡調查來完成。

戒糖為何這麼難？
美研究稱原因可能是沒睡好沒睡好

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

ciation，簡稱AHA)期刊17日公布的壹項

研究顯示，如果人們發現自己攝入了過

多添加糖類和不健康的脂肪，其原因有

可能是沒能得到足夠的睡眠。

據報道，哥倫比亞大學爾灣醫療中

心(Irving Medical Center)對參與AHA壹

個項目的近500名女性的睡眠質量和飲

食結構之間的關聯進行了調查。該項目

為期壹年，旨在對女性的睡眠模式和心

血管疾病患病風險展開研究。

研究發現，睡眠質量越差，睡得越

少，這些女士攝入的添加糖、飽和脂肪

和咖啡因就越多。

研究人員們表示，這些結論至關重

要，因為女性肥胖和睡眠紊亂的概率很

高，過多攝入食物都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而富含高糖、不健康脂肪的食物又與

人體的健康情況和壹些疾病存在關聯，

其中包括2型糖尿病、心臟病和肥胖。

睡得越少 攝入不健康食物越多
近500名20至76歲的女性接受了針

對她們睡眠模式、睡眠質量以及食物攝

入量的調查。

她們要通過填寫問卷自行上報睡眠

和飲食情況，問題包括過去壹年中攝入

某項食物的頻次，還有她們通常的食物

攝入量。

參加調研的女性當中有超過1/3的人

睡眠質量低下，或

是有某種程度的失

眠。其中近30%的

人每晚睡眠時間不

到7小時，近25%

的人每晚睡眠不到

7小時並同時被失

眠癥困擾。所有參與者的平均睡眠時間

為不到7小時。

整體上，睡眠不佳或睡眠不足的女

性會多攝入500至800卡路裏，這超過了

指南中規定的飽和脂肪、添加糖和咖啡

因的總攝入量，卻未能達到推薦攝入的

全谷物和纖維攝入量。

睡眠問題與不健康飲食之間的關聯
研究顯示，缺乏睡眠可能會導致過

度飽食的其中壹個原因就是，睡眠不夠

會刺激饑餓感或壓制傳遞飽腹感的荷爾

蒙信號。

不同程度的失眠都會影響到海馬體

，它在人腦中負責控制食物攝取。若糖

和脂肪的攝入導致海馬體活動紊亂，那

麽人對不健康食物的渴望將很難得到控

制。

“我們會更容易做出不夠理智的決

定，疲憊時我們會更容易做出沖動、被

情感驅動的決定。”斯坦福大學健康教

育學院主任瑪雅•亞當說。

這項研究的第壹作者、哥倫比亞大

學醫學助理教授布魯克•阿加瓦爾表示

，女性容易肥胖以及睡眠紊亂的原因涉

及諸多因素，包括孕前孕後的荷爾蒙變

化。而不同的生活階段，如照顧子女、

生病的伴侶或家庭成員也可能引發壓力

，導致暴飲暴食和睡眠紊亂。

如何獲得優質睡眠？
阿加瓦爾表示，要想獲得更好的睡

眠和飲食，就要明白睡眠和飲食之間的

關聯，明白缺乏睡眠會導致攝入過多食

物。她表示，還要弄清楚導致睡眠問題

的原因。失眠人士可以通過向醫生訴說

睡眠問題或是詢問是否應該進行認知行

為療法。

保證“良好的睡眠衛生”也有幫助

，阿加瓦爾說，包括睡眠期間保證臥室

無光、涼爽等等。

此外，報告指出，健康的飲食也能

夠促進睡眠。由於女性失眠時可能會攝入

更多食物，那麽應選擇讓自己攝入更多低

熱量的食物，如水果和蔬菜、全谷物和豆

類、瘦肉、肥嫩的魚肉和健康脂肪。

土耳其開放邊界後
2天內約3.6萬難民試圖前往歐洲

綜合報導 土耳其因不滿歐

洲國家讓其單獨應對新壹波敘

利亞難民危機，自 2 月 28 日

起開放邊界，讓難民有機會

前往歐洲。土內政部長索魯

當地時間2月 29日晚表示，從

西部艾迪尼省離境的移民已達

36776人。

據報道，當地時間29日晚

，索魯(Suleyman Soylu)在社交

網站“推特”稱：“截至當地

時間晚 9時 2分，從艾迪尼省

(Edirne)離開我國的移民人數達

36776人。”艾迪尼省毗鄰希臘

和保加利亞。

當地時間2月 27日深夜，

34名土軍在敘利亞西北部伊德

利蔔省(Idlib)命喪於敘利亞政府

軍發起的空襲。土耳其表示，

是依據2018年 9月與俄羅斯達

成的協議，派遣土軍在伊德利

蔔省保護當地平民。

在土軍遭遇空襲事件發生

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當天

深夜召集緊急安全會議，並在

會中作出了上述“開門”政策

。土耳其官員28日宣布，不再

阻止非法移民前往歐洲，艾迪

尼省和同樣位於西部的恰納卡

菜省(Canakkale)隨即湧現數以萬

計移民。

2015年難民危機時，有上

百萬人從愛琴海進入歐洲。安

卡拉於2016年與歐盟簽署協議

，不讓移民經由土耳其跨境前

往歐洲。自2011年以來，土耳

其已經接納約370萬敘利亞難民

，成為全球接納最多難民的國

家，對安卡拉帶來沈重負擔。

土耳其認為，歐洲國家未

盡到幫助應對移民問題的義務

，更讓安卡拉單獨面對迫在眉

睫的伊德利蔔省新壹波難民危

機。

支持敘總統阿薩德的部隊

正在伊德利蔔省與獲土耳其支

持的反對勢力作戰。當地為反

對勢力在長達9年戰鬥中的最後

據點，政府軍在2019年12月起

強攻當地，試圖予以收復，導

致新壹波難民潮向土敘邊境挺

進和聚集。

埃爾多安表示，伊德利蔔

省近400萬難民最近向著土敘邊

界前進，其中150萬人已經抵達

南部邊界，等待跨境。

據土耳其媒體報道，希臘

邊界警察和鎮暴警察在當地時

間28至29日淩晨，在卡斯坦尼

斯 (Kastanies) 和帕劄庫勒 (Paz-

arkule)等邊界關卡，對移民發射

催淚瓦斯和閃光彈，徹夜嚴防

偷渡。報道稱，歐洲新壹波難

民危機隱然浮現。

鈔票變身土壤改良劑！
英國大規模回收20英鎊舊鈔

綜合報導 英國中央銀行

發行的20英鎊新鈔20日開始

流通，總價值400億英鎊的舊

紙鈔也開始回收再利用。

據報道，大約200萬張20

英鎊鈔票將被回收，變身為農

業用土壤改良劑。這次換鈔將

會是英國史上最大的換鈔行動。

印有經濟學家亞當· 斯密

肖像的舊版20英鎊鈔票將日

漸減少，這是因為銀行或零

售商現金處理中心收到的紙

鈔將不會繼續使用。

這項換鈔計劃估計耗時

數個月，不過，壹旦回收銷

毀的舊鈔達壹定數量，英國

央行將會宣布，剩余舊鈔必

須在六個月內兌換新鈔。但

根據英國央行規定，即使超

過截止日期，民眾依然可以

將舊鈔拿去兌換。

英國上壹次回收20英鎊

鈔票是在2007年，花了三年

時間舊鈔才不再具有法定貨

幣效力。這次換鈔可能更快

，但預計最快也要到2021年

，英國央行才會祭出最後六

個月兌換通告。

英國央行直到1990年，都

是自行回收舊鈔並且通過焚化

爐處理舊鈔，協助提供倫敦金

融區的中央銀行大樓暖氣。此

次回收，英國央行將利用類似

廚余堆肥的方法處置，將舊鈔

票制造成土壤改良劑。

據報道，20英鎊紙鈔占

英國偽鈔的88%，換新鈔有助

防止偽鈔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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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花費數億美元籌組美國史

上最昂貴總統競選團隊的前紐約市長彭博
(Michael Bloomberg)，因超級星期二初選表
現不佳，已宣布停止競選活動，改為支持前
副總統拜登(Joe Biden)。

美國本周二（3日）舉行 「超級星期二」
初選，民主黨籍前副總統拜登及佛蒙特州參
議員桑德斯(Bernard Sanders)佔優勢，較晚
加入戰團的彭博選情慘敗，他翌日便公開宣
布退選，同時表達對拜登的支持。

彭博到目前只贏了美屬薩摩亞一場初選

，他砸下大量鈔票做宣傳造勢的維吉尼亞州
、北卡羅萊納州、田納西州均敗給拜登。美
聯社估計，雖然彭博在各州都有選票，但整
體表現卻令人失望。

彭博因較晚才宣布參選，前4場初選沒有
趕上，這次超級星期二是他首戰。而僅僅在
過去的這個周末，他在14個參與 「超級星期
二」 初選的各州砸下近1.8億美元的競選廣告
，其中維吉尼亞州及阿拉巴馬州砸錢更是令
人咋舌，兩州分別達到1200萬美元與600萬
美元。

砸大錢仍慘敗 彭博退出美大選改挺拜登

（綜合報導）美國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至今已有超過150人確診，還有10多人死亡
。而繼華盛頓州之後，加州也出現了首宗死
亡病例，而洛杉磯已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據CNN新聞網與《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報導，加州當局周三說，這
名周二確診的死者除了年紀大外，也有慢性
病。此外，當事人2月11－21日曾搭郵輪，
往來舊金山與墨西哥，可能是在船上染病。

北加州普萊瑟郡（Placer County）衛生

官員說，死者是當地第二名確診新冠肺炎病
患，而曾與當事人有密切接觸的人已接受隔
離與觀察。

衛生官員說，死者從下郵輪到周四由救
護車送醫間，極少和社區接觸。而凱薩醫療
機構（Kaiser Permanente）的10名工作人員
，還有在死者隔離前曾接觸當事人的5名緊急
救援人員如今都已接受隔離檢疫。官員說，
目前這15人都沒有出現新冠肺炎症狀。

加州首現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洛杉磯宣布緊急狀態

（綜合報導）1日晚間美國紐約通報首宗病例
，州長古莫（Andrew Cuomo）與市長白思豪
（Bill de Blasio）於2日召開聯合記者會說明，古
莫表示這名病患正在家中隔離治療，不需住院。
他更引述數據表示 「大約80％的人感染新冠肺炎
以後會自行痊癒。」

根據外媒《AM紐約》、《皇后區年鑑》報導
，古莫2日在記者會上說明疫情，他提到，紐約州
首宗病例是一名最近從伊朗返國的女性醫護人員
，目前與同為醫療工作者的丈夫留置家中，依據
防疫指示與規範自我照顧和治療，不須住院。

古莫表示 「禽流感、伊波拉、SARS、MERS
、麻疹，對吧？我們以前就曾經歷這些。事實上

大約80％的人感染新冠肺炎以後會自行痊癒……
20％的人會生病得更嚴重。致死率估計大約是
1.4％。」 他預期未來會出現更多病例，同時宣布
許多防疫措施，包括消毒公車等大眾交通工具，
各醫院準備好1200張病床收治患者，瓦茲沃思中
心（Wadsworth Center）也將與其他醫院合作，
試圖把每日篩檢人數提升到1000人， 「我們擁有
世界上最好的醫療照護體系……我們正在全面協
調、動員與準備來面對情勢發展。」

市長白思豪也重申古莫的立場，強調除非出
現類似流感症狀，或者曾與疫區國家有所關聯，
否則健康市民不必驚慌， 「事實告訴我們，情勢
是可以被控制的。」

紐約首例確診在家隔離治療 州長：不用住院80%病患能痊癒

（綜合報導）白宮發言人葛
里向（Stephanie Grisham）今
天表示，美國總統川普將2019
年第4季薪水捐給衛生及公共服
務部，以對抗武漢肺炎疫情。

葛里向指出，川普將2019
年第4季的薪水捐給美國衛生及
公 共 服 務 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用於支援 「對抗、遏制和打擊

冠狀病毒疫情所進行的工作」 。
這不是川普首次捐出薪水給

面臨緊急問題的政府部門，川普
自從就任總統以來，每一季都將
薪水捐給不同部門。川普的總統
年薪大約40萬美元。

例如川普先前曾捐薪水給美
國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以協助
在南方邊界建造美墨高牆。

截至3日下午，美國境內已
有9人死於2019年冠狀病毒疾
病，死亡病例全部在華盛頓州。
美國今年2月底爆發武漢肺炎疫
情後，迄今累計確診數已突破一
百例。

目前全球各地已通報9萬多
起武漢肺炎確診病例，其中約有
3200人不治。

（綜合報導）駐阿富汗美軍發言人李吉
特今天表示，由於阿富汗民兵組織塔利班今
天在阿富汗南部海曼德省對阿富汗部隊發動
攻擊，美軍因而對當地的塔利班戰士進行一
場空襲。

這是美軍11天來首度對塔利班（Taliban
）發動空襲。路透社報導，這也是美國2月
29日與塔利班簽署撤軍協議以來，首度出手
攻擊塔利班。

李吉特（Sonny Leggett）在推特上表示
，由於塔利班戰士積極攻擊阿富汗國家安全
部隊（Afghan National Security Forces）的
一 處 檢 查 站 ， 美 軍 今 天 對 海 曼 德 省

（Helmand）納林沙拉吉（Nahr-e-Saraj）
的塔利班戰士發動空襲。

李吉特還說，這是一場防禦性空襲，目
的為了阻止塔利班的攻擊行動。

李吉特並表示，華府承諾維持和平，但
塔利班必須停止 「無謂」 攻擊及遵守協議承
諾。他指的是塔利班數天前和美國在卡達首
都杜哈（Doha）簽署的協議。

根據協議內容，美國承諾在簽署協議後
135天內，讓美國在阿富汗駐軍人數由1萬
3000人降至8600人。而若塔利班遵守他們
的安全保證和停火承諾，美國也將和盟邦合
作逐步減少駐阿富汗聯軍人數。

塔利班攻擊阿富汗部隊美軍發動空襲回應

對抗新冠肺炎疫情 川普捐一季薪水給美國衛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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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國家皇宮28日發布聲明，宣布最高元

首阿蔔杜拉接納國會議長不在3月2日舉行國會特別會議選舉

新總理的決定。

聲明同時宣布，最高元首將召見國會各政黨負責人征詢他

們所提名的總理人選。此前，馬來西亞最高元首已逐壹召見全

體國會議員征詢他們對新總理人選的意見，當時未有被提名者

獲得過半數議員支持。

馬來西亞過渡總理馬哈蒂爾此前宣布，將於3月2日舉行

國會特別會議確定新總理。

但馬來西亞國會下議院議長阿裏夫發表聲明稱，3月 2

日不會舉行國會特別會議。他在聲明中證實自己收到了馬哈

蒂爾舉行國會特別會議的要求，但認為這壹要求不符合相關

法規。

而馬哈蒂爾所屬的土著團結黨則在國家皇宮發布聲明

後第壹時間宣布，將提名該黨現任主席慕尤丁為新總理人

選。馬來民族統壹機構(巫統)和伊斯蘭黨也已表態支持慕

尤丁。

希望聯盟理事會則對最高元首的決定表示歡迎，並相信該

聯盟推舉的總理人選安瓦爾可獲得足夠多議員的支持。

如果最終是安瓦爾和慕尤丁對決，已表態支持兩者的政

黨所屬議員數量基本相當，其余壹些小黨的議席或將成為關

鍵少數。

瞞報戈恩等高管收入
日產汽車公司遭到巨額罰款

綜合報導 日本金融廳說，因日產

汽車公司多年瞞報前董事長卡洛斯· 戈

恩及多名高管收入，對其處以24.2億

日元(約合1.57億元人民幣)罰款。日產

公司當天說將“誠懇”受罰。

這筆罰款數目巨大，在日本金融

廳開出的所有罰款中，排名第二高，

僅次於2015年日本東芝公司因提供虛

假財務報告所受73.7億日元(4.77億元

人民幣)罰款。

日本證券交易監督委員會 2018

年對日產公司和戈恩提起刑事訴訟

，並於當年 12月建議日本金融廳對

日產公司處以上述金額罰款。證券

交易監督委員會說，日產公司在截

至2018年 3月的8年內，把戈恩從日

產所領薪酬“少報”91 億日元(5.89

億元人民幣)。

日本共同社2018年12月以熟悉案

情的人士為消息源報道，戈恩及日產

另壹名高管當時供述，沒有申報的部

分是戈恩的離職金，金額當時沒有確

定，因而不需要記錄。不過，東京地

方檢察廳特別搜查部依據多份內部文

件認定，戈恩早已就離職金數額與日

產方面達成壹致。

共同報道，針對日產公司的罰款

最初預計高達40億日元(2.59億元人民

幣)。日產公司請求減少罰金，理由是

日產在調查全面展開前報告了瞞報壹

事，證券交易監督委員會接受請求，

調低了建議罰款金額。

戈恩1954年生於巴西，黎巴嫩裔

，曾在法國求學，擁有巴西、法國和

黎巴嫩三國國籍。因經營才能出眾，

1996年他被“挖角”進入法國雷諾汽

車公司任副總裁，1999年接手日產公

司，2017年就任日本三菱汽車公司董

事長，成為三家汽車企業高管，執掌

雷諾-日產-三菱聯盟。

2018年11月，戈恩在日本首都東

京被捕。他受到日本檢察機關多項指

控，包括挪用公款、隱瞞收入、向企

業轉嫁個人投資損失、嚴重背信。戈

恩否認所有指控，2019年 4月取保候

審，保釋條件包括活動受監控及不得

出境。案件原本定於今年4月開審，

戈恩卻在去年年尾設法逃至黎巴嫩，

隨後在那裏舉行記者會，炮轟日本司

法機構對他“不公”。

日本和黎巴嫩沒有簽署引渡協議

。日本政府說，將派遣法務省副大臣

義家弘介前往黎巴嫩，商談移交戈恩

的可能。

韓國24小時新增確診813例，刷新單日最大增幅！
韓國、日本、伊朗三國新冠肺炎累

計確診人數達4688例，累計死亡71例。

韓國單日新增813例，刷新單日最大增

幅，日本和伊朗新增確診病例數也快速

增加，疫情防控形勢嚴峻。

韓國24小時新增確診813例
刷新單日最大增幅
據韓國中央疾病管理本部消息，截

至2月29日16時，韓國24小時內新增感

染新冠病毒病例813例，累計報告確診

3150例，死亡17例。韓國中央災難安全

對策本部指出，由於新天地大邱教會信

徒確診比例極高，預計大邱地區確診病

例將持續增加。

日本累計確診達945例
首相：撥款2700億日元應對
截至當地時間29日下午，日本的新

冠肺炎感染者共計945人，其中包括在

日本國內的感染者和中國遊客等226人

，“鉆石公主”號郵輪的乘客和乘務人

員705人，以及乘坐日本政府包機回到

日本國內的14人。其中，在日本本土感

染新冠肺炎死亡的有5人，在“鉆石公

主”號郵輪上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有6

人，共計死亡11人。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在記者會上表示，將利

用超過2700億日元（約

合人民幣 175億元）的

預備費，用十天左右制

定第二輪緊急對策。此

外，安倍晉三表示，將

全力準備東京奧運會，

使之成為安全、安心的

大賽。

伊朗新增確診 205

例 累計確診593例

當地時間 29日，伊朗衛生部發言

人賈汗普爾表示，伊朗新增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205例，新增死亡9例。截至

當地時間29日中午，伊朗共確診新冠

肺炎593例，其中康復123例，死亡4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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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疫情之下，3月3

日迎來世界野生動植物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廣東省政府新聞辦

發佈會上獲悉，廣東省立法、司法、行政部門聯合，加大力度打

擊非法野生動物交易和濫食野生動物行為。廣東省市場監管局負

責人表示，除了對無照經營的野生動物交易行為的嚴厲打擊，廣

東還緊急叫停了經審批持證的229家野生動物經營主體，嚴把防

疫關。與此同時，當天，海關總署廣東分署啟動打擊野生動物及

其產品走私專項行動，嚴格阻斷野生動物通過口岸入境。

粵全鏈條打擊野生動物交易
緊急叫停229持證商家 海關嚴防口岸走私入境

2月24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
會議通過《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

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
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決定全面禁止食用野
生動物，嚴厲打擊非法野生動物交易。在此之
前，2月11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亦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特殊時期作出一項特別性決定，明確提
出禁止濫食和交易野生動物，分別對野生動物的
交易、消費、食用及其違法責任作出詳細規定。

12部門全環節杜絕交易
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黨組書記、局長麥教

猛在發佈會上表示，廣東率先在內地發佈相關公
告，明確嚴禁全省農副產品交易市場、超市、餐
飲單位、電商平台四類市場主體交易野生動物及
其製品。他表示，廣東實行嚴格的市場准入，無
照經營野生動物的，一律從嚴查處，同時，疫情
期間，即便通過審批、持照經營野生動物的229
家單位，也已全面叫停。為了嚴防可能出現的違
法交易行為，廣東對全省5,200多個農貿市場實
行“一場一人駐守”，嚴防死守。

麥教猛介紹，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與廣東
省網信辦、省公安廳等12個部門，已開展出動
近70萬人次，執法行動1萬多次，在各個環節杜
絕野生動物交易和消費。

3日，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位於廣州荔灣區
的百合園農貿市場，疫情之前一直正常經營的鱷
魚、蛇類、龜類檔口，已經全部撤離。有市民表
示，此前有檔口每天要宰殺三四頭鱷魚，不少人
前來購買。蛇販檔口每天都有各種蛇類，甚至眼
鏡蛇也有，都是一籠一籠地擺在地上。

“那個場面很血腥，雖然有人說味道很好，
但我一直不敢嘗試。現在禁止相關交易，我是贊
成的。”市民廖女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強化檢驗檢疫職能管理
除了打擊市場交易，廣東還在口岸防止野生

動物流入。海關廣東分署3日發佈消息，即日起
至年底，廣東省內海關啟動打擊野生動物及其產
品走私專項行動，嚴厲打擊野生動物及其產品走
私，嚴格監管通過廣東口岸出入境的野生動物及
其產品。

據介紹，本次專項行動將重點強化檢驗檢疫
職能管理；加強各重點旅檢貨運口岸的查驗防
控，針對野生動物及其製品跨境走私特點，對野
生動物走私入境“購運儲銷”違法鏈條進行摸
查；加強境外執法合作，強化綜合治理協作配
合，會同廣東省有關部門對野生動物及其產品的
主要交易地、集散地、消費地等重點區域實施有
效整治。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州將從消費端嚴格防範
野生動物違法行為。根據廣州市人大
常委會法工委3日掛網公告的《廣州
市禁止濫食野生動物規定（草案徵求
意見稿）》，酒樓、餐館、飯堂等餐
飲經營者不得提供使用禁止食用的野
生動物及其製品製作的食品，不得製
作含有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及其製品
的名稱、別稱、圖案的招牌、菜譜或
者其他宣傳資料，用以招徠、誘導顧
客。同時，不得以藥膳的名義食用或
者生產經營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及其
製品。對消費者而言，食用在禁止之
列的野生動物，將面臨最高兩萬元的
罰款。

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草案》對在酒樓、餐館、飯

堂等經營場所食用禁止食用的野生動
物及其製品的，沒收野生動物及其製
品，分兩種情況予以處罰：一是食用
法律、法規規定保護的野生動物及其
製品的，對食用人每人處2千元（人
民幣，下同）以上2萬元以下罰款，
對組織食用者處1萬元以上5萬元以
下罰款；二是食用法律、法規規定保
護的野生動物以外其他禁止食用的動
物及其製品的，對食用人每人處1千
元以上2千元以下罰款，對組織食用
者處5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款。而
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本次《徵求意見稿》還強調，
不得以藥膳的名義食用或者生產經
營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及其製品。
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及其製品作為
藥品使用的，應當遵守有關藥品管
理的法律、法規。對此，廣東省餐
飲服務行業協會常務副會長黎永泰
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餐飲食肆是
提供正常的飲食食品，並不是提供
湯藥醫療用的食品。對社會餐飲企
業而言，由於此前已有相關規定，
本次《徵求意見稿》中的藥膳新規
並不會帶來明顯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對於
究竟食用哪些人工繁育、飼養的野生
動物屬於合法或違法範疇，目前各級
立法部門尚無明確目錄。廣東省市場
監督管理局局長麥教猛表示，目前，
廣東省相關條例修訂工作已經啟動，
期待通過法規的形式，盡快出台野生
動物經營的白名單。

廣
州
：
不
得
以
藥
膳
名
義

食
用
野
生
動
物

■■近日近日，，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到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到
佛山市開展活禽及動物經營市場安佛山市開展活禽及動物經營市場安
全專項檢查全專項檢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廣東警方加大對野生動物違法行為的打擊。圖為警
方早前繳獲的野生動物交易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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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文超

離鄂港人：人生最長回家路
趕返工不等包機 32小時跨1200公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港人曹先生獲准離開湖北黃石市的批文。

■■湖北湖北、、湖南交界處需量度體溫湖南交界處需量度體溫。。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一場新冠肺炎疫潮，令滯留湖北

的港人苦覓歸家之路。滯留湖北黃石

市的港人曹先生因要回港上班，無法

久候香港特區政府安排包機的行程，因此靠自己“走出”湖北。雖然他和妻

女無任何病徵，但苦無返港途徑，直至上月他與讀中學的女兒向所住社區取

得離城許可，並搭上友人南下深圳復工的順風車，經32小時日夜兼程，跨越

三省 1,200公里路途，一路經過無數個檢疫站重重檢疫終於回到香港檢疫中

心，隔離14天後，4日深夜完成隔離後將重獲自由。走過人生最漫長歸家路

的曹先生表示，只要能回家，千辛萬苦也值得，也理解為了所有港人健康，

返港須再接受隔離，只是不知仍滯留湖北的妻子何時才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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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營生活：除了吃就是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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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先生和女兒 14 天的隔離，到 4
日深夜23時59分結束，若無新冠肺炎
病徵，父女即可解除隔離，重獲自由之
身。他憶述在鯉魚門公園度假村隔離營
的生活時說，每天要接受兩次量度體

溫，其他大部分時間就是“吃完就睡，睡完再吃”。
不過，他離開隔離營後還有麻煩之事，就是女兒返港
後才知道全港中學延長停課期。由於妻子回港無期，
女兒起居只能交由曹先生的胞弟或友人代勞。

曹先生說，鯉魚門隔離營環境寬敞，景色優美，
兩父女住在一個4人房的套間，一般生活配套齊全，
唯獨欠缺WiFi上網、電視機和雪櫃。由於營內不主
張隔離人士四處走動，須留在房內，平日只能靠自攜
的手機和手提電腦解悶。女兒可能因平時母親管教較
嚴，在營內反而顯得輕鬆自在，沒有不習慣。

滿意膳食分量和質素
曹先生續說，按隔離檢疫要求，他和女兒每天早

上10時和下午5時都須接受一次職員到房間量度體
溫，衛生署人員亦會每天致電查問身體狀況。同時，
他須按公司要求，每天向公司匯報一次身體狀況，而
公司更要求他出營後需取得香港衛生署發出的健康證
明才能上班。

被問到營內的膳食安排，曹先生個人認為一日三餐
無論分量和質素都十分滿意，另有杯麵和朱古力、餅乾
等小食供應。他笑說，可能兩父女是由湖北返港的原
因，職員對他們似乎特別“照顧”，每次到訪送餐或檢
測體溫時，均以“VIP”（貴賓）稱呼，未知是否有特
別含意。

曹先生說，因滯留湖北的妻子不在首批包機返港
市民名單上，已多次向駐武漢辦查詢，但得到答覆只
有“等”。

出營回家後，他們仍要面對另一個難題，就是自
己要工作，但剛上中學的女兒因停課不用上學，故此
只能將女兒暫託給她叔叔或朋友家照顧，恐須直到妻
子回港才能一家團聚。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 小區實施
封閉式管理
（封鎖屋苑）
後，室外空無
一人。
受訪者供圖

■ 曹先生
所在的黃石
小區，居民
須 網 購 肉
菜，再到小
區檢疫關卡
領取。

任職建造業項目經理的曹先生，一家三口1
月21日（年廿七）前往湖北黃石市探望

病重的外父，原計劃2月3日起程返港，詎料
距黃石百多公里的武漢爆發新冠肺炎，並蔓延
開去，黃石也隨之被“封城”。“怎麼也沒想
過疫情會這麼嚴重。”曹先生向香港文匯報記
者憶述他一波三折的“抗疫之路”。

鬱悶：小區由限出到禁出
曹先生說，1月23日看新聞得知武漢要

“封城”，消息雖突然，但心想武漢畢竟離黃
石超過120公里，故初時沒特別緊張，詎料翌
日黃石亦宣佈“封城”，所有內外交通中斷，
再隔兩天所住小區也實施封閉式管理。大街小
巷的店舖全部關門，整條街空無一人，居民若
要出區出城，都必須申請通行證，每家每天只
能一人外出購買東西，進出每一處地方都必須
量體溫，若沒戴口罩會被及時提醒，去街市只
能在封鎖線外“落柯打”；其後連出小區購物
亦禁止，只能網購食物送到小區的檢疫站口，
再過去提取貨物回家。曹先生開始感到事態嚴
重，擔心回港無期，因為自己要上班，女兒要
上學，一方面心急如焚，一方面對生活被約束
感到鬱悶。

自救：覓得順風車准離城
後來見到疫情似乎愈趨嚴重，曹先生和妻

子更加想返港，遂在網上找來香港特區政府駐
武漢經貿辦事處的電話號碼致電求助，但電話
一直沒人接聽，直到後來在朋友幫助下，獲得
駐武漢辦職員的聯絡辦法，在登記個人資料後

曾多次查詢包機情況，“對方一直叫我們耐心
等候安排，這樣一等超過半個月，仍沒返港具
體時間表。”

曹先生說，求人不如求己。他一直找機會
循合法途徑走出湖北，上月18日終露曙光：他
得知朋友因為需返深圳復工，並獲批准兩輛私
家車離開黃石，馬上致電要求隨行，並向社區
防疫部門申請離城許可，證明家人的健康狀況
良好。但另一難題又出現，因順風車只餘兩個
座位，夫婦認為女兒趕着上學（當時還不知道
學校會延遲開課），所以惟有父女同行，無奈
留下妻子等候包機。

檢疫：量體溫七次車消毒
父女上月19日下午2時出發，經過小區和

市內3個檢疫關卡，然後駛上高速公路，另外車
輛在進入湖南省、廣東省和深圳市時，沿途共有
3個大型的檢疫站，對所有經過的人車身份和通
行證進行核查，其間每人必須接受體溫檢測外，
全車亦需進行消毒才放行，結果本來只需約15
小時的車程，最終花了22小時，直至上月20日
中午約12時才抵達深圳灣口岸。

當日下午2時許兩父女進入港境，因健康
申報表是來自湖北，兩人被職員帶到大堂隔離
區，進一步接受檢測體溫和查問個人資料後，
兩人須接受為期14天的隔離檢疫。詎料，又
要等足8小時，他們才登上衛生署專車，當晚
10時許才前往柴灣鯉魚門公園度假村接受隔
離。曹先生說，雖然歸家之路很漫長，其間又
要一等再等，但回到香港總算放下心頭大石，
一番努力未算白費。

��$

■■黃石宣佈黃石宣佈““封區封區””後後，，小區部分街道被臨時封閉不小區部分街道被臨時封閉不
准通行准通行。。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曹先生由湖北黃石市返港入住鯉魚門隔離檢疫營。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獨家

香港文匯報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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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疫情之下，3月3

日迎來世界野生動植物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廣東省政府新聞辦

發佈會上獲悉，廣東省立法、司法、行政部門聯合，加大力度打

擊非法野生動物交易和濫食野生動物行為。廣東省市場監管局負

責人表示，除了對無照經營的野生動物交易行為的嚴厲打擊，廣

東還緊急叫停了經審批持證的229家野生動物經營主體，嚴把防

疫關。與此同時，當天，海關總署廣東分署啟動打擊野生動物及

其產品走私專項行動，嚴格阻斷野生動物通過口岸入境。

粵全鏈條打擊野生動物交易
緊急叫停229持證商家 海關嚴防口岸走私入境

2月24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
會議通過《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

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
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決定全面禁止食用野
生動物，嚴厲打擊非法野生動物交易。在此之
前，2月11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亦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特殊時期作出一項特別性決定，明確提
出禁止濫食和交易野生動物，分別對野生動物的
交易、消費、食用及其違法責任作出詳細規定。

12部門全環節杜絕交易
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黨組書記、局長麥教

猛在發佈會上表示，廣東率先在內地發佈相關公
告，明確嚴禁全省農副產品交易市場、超市、餐
飲單位、電商平台四類市場主體交易野生動物及
其製品。他表示，廣東實行嚴格的市場准入，無
照經營野生動物的，一律從嚴查處，同時，疫情
期間，即便通過審批、持照經營野生動物的229
家單位，也已全面叫停。為了嚴防可能出現的違
法交易行為，廣東對全省5,200多個農貿市場實
行“一場一人駐守”，嚴防死守。

麥教猛介紹，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與廣東
省網信辦、省公安廳等12個部門，已開展出動
近70萬人次，執法行動1萬多次，在各個環節杜
絕野生動物交易和消費。

3日，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位於廣州荔灣區
的百合園農貿市場，疫情之前一直正常經營的鱷
魚、蛇類、龜類檔口，已經全部撤離。有市民表
示，此前有檔口每天要宰殺三四頭鱷魚，不少人
前來購買。蛇販檔口每天都有各種蛇類，甚至眼
鏡蛇也有，都是一籠一籠地擺在地上。

“那個場面很血腥，雖然有人說味道很好，
但我一直不敢嘗試。現在禁止相關交易，我是贊
成的。”市民廖女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強化檢驗檢疫職能管理
除了打擊市場交易，廣東還在口岸防止野生

動物流入。海關廣東分署3日發佈消息，即日起
至年底，廣東省內海關啟動打擊野生動物及其產
品走私專項行動，嚴厲打擊野生動物及其產品走
私，嚴格監管通過廣東口岸出入境的野生動物及
其產品。

據介紹，本次專項行動將重點強化檢驗檢疫
職能管理；加強各重點旅檢貨運口岸的查驗防
控，針對野生動物及其製品跨境走私特點，對野
生動物走私入境“購運儲銷”違法鏈條進行摸
查；加強境外執法合作，強化綜合治理協作配
合，會同廣東省有關部門對野生動物及其產品的
主要交易地、集散地、消費地等重點區域實施有
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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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州將從消費端嚴格防範
野生動物違法行為。根據廣州市人大
常委會法工委3日掛網公告的《廣州
市禁止濫食野生動物規定（草案徵求
意見稿）》，酒樓、餐館、飯堂等餐
飲經營者不得提供使用禁止食用的野
生動物及其製品製作的食品，不得製
作含有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及其製品
的名稱、別稱、圖案的招牌、菜譜或
者其他宣傳資料，用以招徠、誘導顧
客。同時，不得以藥膳的名義食用或
者生產經營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及其
製品。對消費者而言，食用在禁止之
列的野生動物，將面臨最高兩萬元的
罰款。

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草案》對在酒樓、餐館、飯

堂等經營場所食用禁止食用的野生動
物及其製品的，沒收野生動物及其製
品，分兩種情況予以處罰：一是食用
法律、法規規定保護的野生動物及其
製品的，對食用人每人處2千元（人
民幣，下同）以上2萬元以下罰款，
對組織食用者處1萬元以上5萬元以
下罰款；二是食用法律、法規規定保
護的野生動物以外其他禁止食用的動
物及其製品的，對食用人每人處1千
元以上2千元以下罰款，對組織食用
者處5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款。而
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本次《徵求意見稿》還強調，
不得以藥膳的名義食用或者生產經
營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及其製品。
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及其製品作為
藥品使用的，應當遵守有關藥品管
理的法律、法規。對此，廣東省餐
飲服務行業協會常務副會長黎永泰
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餐飲食肆是
提供正常的飲食食品，並不是提供
湯藥醫療用的食品。對社會餐飲企
業而言，由於此前已有相關規定，
本次《徵求意見稿》中的藥膳新規
並不會帶來明顯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對於
究竟食用哪些人工繁育、飼養的野生
動物屬於合法或違法範疇，目前各級
立法部門尚無明確目錄。廣東省市場
監督管理局局長麥教猛表示，目前，
廣東省相關條例修訂工作已經啟動，
期待通過法規的形式，盡快出台野生
動物經營的白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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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到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到
佛山市開展活禽及動物經營市場安佛山市開展活禽及動物經營市場安
全專項檢查全專項檢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廣東警方加大對野生動物違法行為的打擊。圖為警
方早前繳獲的野生動物交易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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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已經出現多起境外輸入性個案，包括上海、北
京等在內的內地城市均提升了境外入境旅客防疫

措施。

同一餐廳共事 歸途路經德俄
3月1日浙江省出現首例境外輸入性病例，患者王

某為意大利華僑，2月16日出現咳嗽、頭痛、腹瀉等症
狀，自行服藥治療；26日從意大利米蘭出發，27日到
達上海浦東機場，隨後包車於28日抵達青田縣，被直
接送往集中隔離醫學觀察點，3月1日新冠病毒核酸檢
測陽性。

據悉，2日新確診的7例病例與王某為密切接觸
者，8人均在意大利貝加莫同一餐廳工作，一直生活在
意大利，無湖北武漢接觸史。目前，8人都已在定點醫
院隔離治療，並對相關密切接觸者進行集中醫學觀察和
開展症狀監測，其中上海已追蹤到71名密切接觸者。

病例確診後，青田縣立即調查並公佈其活動軌跡。
在新確診的7個病例中，有6人於2月26日一同乘坐
SU2415H航班從米蘭到莫斯科；27日，從莫斯科乘坐
SU206H航班到達上海浦東國際機場；28日，包車進入
青田，當即落實隔離觀察措施；3月2日，經檢測，6人
新冠肺炎核酸檢測均呈陽性。

另一病例於2月28日，乘坐LH0273航班從意大利
到德國；29日，從德國乘坐CA0936航班到達上海浦東
機場；29日，包車進入青田，當即落實隔離觀察措施；
3月2日，新冠肺炎核酸檢測呈陽性。

浙江青田是著名的僑鄉，據青田縣僑聯副主席金雙
恩介紹，青田共有華僑約33萬人，多數旅居歐洲。其
中在意大利的約有10萬人左右，西班牙約11萬人，德
國、法國各有2萬人左右。

“據了解，近期意大利疫情蔓延趨勢確實比較厲
害，因此引起了一部分華僑的恐慌，要想回國。”金雙
恩表示，針對這一情況，青田僑聯一方面向國外僑團和
僑胞發放疫情防護知識手冊，指導大家居家做好防護措
施；另一方面發動周邊僑團支援意大利，特別是口罩、
防護服等防疫物資。早前海外僑胞為青田捐贈的部分還
未運回中國的防疫物資，暫緩運回，直接支援意大利。

青田派員設機場服務組
而對於確實需要回國的人員，青田公佈了24小時

諮詢熱線，要求返程前報備，並在上海浦東國際機場、
杭州蕭山國際機場和溫州機場派專人設置服務組。“返
鄉的僑胞可以撥打服務組電話先備案，抵達機場後會有
專人發放防護物資，並安排車輛接回青田。”金雙恩
說，“對於從意大利返鄉的人員，我們安排專門賓館集
中隔離14天，吃住全部免費。其他國家返鄉人員實施
居家硬隔離14天，所需生活服務由工作組提供。”

他表示，當中國疫情處於剛開始發生的時候，青田
籍華僑貢獻很大，捐贈了一大批物資援助國內。如今當
他們面對疫情困難的時候，祖國永遠是海外
僑胞最強大的靠山，家鄉永遠是大家堅
強的後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香港

文匯報記者從浙江省衛健委獲悉，浙江省2日新增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7例，均為浙江麗水青

田縣報告的意大利輸入病例，連同此前一日通報

的一個病例在內的8個病例均在意大利倫巴底地區的貝加莫市的同一餐廳工作。

北京為嚴
防 境 外 疫 情
“倒灌”，3
日通報對此前
的相關免除隔

離特例進行調整，入境防疫
力度明顯加碼。不過，對於
“中轉去外地”的北京入境
“過客”，倘只經入境口岸
健康監測一道關口便“放
行”，無疑為鍾南山院士日
前提醒的境外輸入病例留下
了“活動空間”。

北京最新通報要求，凡
是從韓國、意大利、伊朗、
日本等疫情嚴重國家經北京
口岸入境的，如果目的地是
北京的，不論是中國人，還
是外國人，都要實行隔離觀
察，而“如果是中轉去外地
的，嚴格按當地規定做好防
疫工作”。從周延的角度分
析，好奇的人難免會發疑
問：由京入境中轉去外地，
轉機前行也好，高鐵火車也
罷，加之城內公共交通周
轉，這中途該如何防疫？

有前車可鑑
事 實 上 ， 這 樣 的 “ 殷

鑒”並不遠。剛剛過去的2日，浙江新增
7例意大利輸入病例來看，入關時體溫未
見異常的病例到達上海浦東國際機場，
便“隨後包車”抵浙江青田，隔離醫學
觀察的工作在到達青田後方才進行。
“漏”過去的7人無症者，雖未在上海逗
留，還是讓他們接觸的滬上71人現在均
被隔離。

這不得不讓人思考：假如上述的浙
江7例無症病例在下機入境後，便進行集
中隔離醫學觀察，那麼，將無須費盡氣
力和資源尋找密切接觸者。“中轉去外
地的”路中，密切接觸者如果有“漏網
之魚”，造成的危害則難以評估。

鍾南山院士提醒，當前新冠肺炎疫
情在國外迅速蔓延，中國存在從輸出病
例變為輸入病例的可能性。全國防疫一
盤棋，在“中轉外地”前，入境地也要
嚴格落實隔離觀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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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茅建興 杭州報道）據央視
報道，3日晚8點45分，由
北京飛往杭州的中國南方航
空CZ6163次航班，降落在
了杭州蕭山國際機場。航班
上共有147人，其中6人為
來自意大利的華僑華人，目
的地是浙江青田。還有一班
國航CA1706，北京首都國

際機場到杭州蕭山機場，22時18分
抵達，其中有30名青田縣乘客，還
有1名韓國人、2名新加坡人及日本
旅客。

這些旅客是從日本到達北京首
都機場後轉機來到杭州飛機降落
後，杭州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會
到飛機上，對所有乘客進行體溫和
流行病學的調查，以確認是否有發

熱的現象。如果6個人當中任何一
個人體溫有問題，他的前三排和後
三排乘客都會被隔離。

杭州疾控將登機排查
杭州蕭山國際機場運行總監吳

湘江表示，杭州市疾控中心將上機對
整個飛機進行排查。排查包括看是不
是有症狀，一旦發現有症狀旅客，立
即將有症狀的旅客送排查點進行排
查。同時針對有症狀旅客的前三排和
後三排，安排旅客留觀。對無症狀的
旅客，走旅客的大通道，還需要測體
溫，檢查健康碼，只有這些都符合條
件，才能離開機場。最後，對來自疫
區的旅客，都送留觀點進行留觀。留
觀結束後轉送由相應地區的政府將本
地的華僑接送回當地進行進一步的排
查和留觀。

入境隔離要求

北京：從嚴重國家入境者，若中轉去外
地，嚴格按當地規定防疫；若目
的地是北京，一律實行隔離觀察

上海：有重點國家或地區旅居史的遊
客，一律隔離14天

杭州：動態監控14天內所有航班的訂
票信息，調整航站樓設置。

深圳：暫無

其他入境防疫措施

北京：加大赴京航班途中體溫檢測頻次，如
出現體溫異常者，開啟相對獨立的空
間保證相對隔離

上海：測量體溫、須填寫健康申明卡

杭州：暫無

深圳：須填報健康申報卡，並進行衛生檢疫
措施和健康檢測，深圳機場則對國際
重點觀察航班實施登臨檢查

3號入境或中轉航班

意大利

伊朗

韓國

日本

北京

1

0

8

13

上海

2

0

8

14

杭州

/

/

/

/

深圳

/

/

/

/

內地部分城市入境概況

註：/為己取消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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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田為返鄉僑胞在上海、杭州、溫州機場都設立了服務站。 受訪者供圖

京中轉飛杭州又現意國返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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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疫情之下，3月3

日迎來世界野生動植物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廣東省政府新聞辦

發佈會上獲悉，廣東省立法、司法、行政部門聯合，加大力度打

擊非法野生動物交易和濫食野生動物行為。廣東省市場監管局負

責人表示，除了對無照經營的野生動物交易行為的嚴厲打擊，廣

東還緊急叫停了經審批持證的229家野生動物經營主體，嚴把防

疫關。與此同時，當天，海關總署廣東分署啟動打擊野生動物及

其產品走私專項行動，嚴格阻斷野生動物通過口岸入境。

粵全鏈條打擊野生動物交易
緊急叫停229持證商家 海關嚴防口岸走私入境

2月24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
會議通過《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

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
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決定全面禁止食用野
生動物，嚴厲打擊非法野生動物交易。在此之
前，2月11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亦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特殊時期作出一項特別性決定，明確提
出禁止濫食和交易野生動物，分別對野生動物的
交易、消費、食用及其違法責任作出詳細規定。

12部門全環節杜絕交易
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黨組書記、局長麥教

猛在發佈會上表示，廣東率先在內地發佈相關公
告，明確嚴禁全省農副產品交易市場、超市、餐
飲單位、電商平台四類市場主體交易野生動物及
其製品。他表示，廣東實行嚴格的市場准入，無
照經營野生動物的，一律從嚴查處，同時，疫情
期間，即便通過審批、持照經營野生動物的229
家單位，也已全面叫停。為了嚴防可能出現的違
法交易行為，廣東對全省5,200多個農貿市場實
行“一場一人駐守”，嚴防死守。

麥教猛介紹，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與廣東
省網信辦、省公安廳等12個部門，已開展出動
近70萬人次，執法行動1萬多次，在各個環節杜
絕野生動物交易和消費。

3日，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位於廣州荔灣區
的百合園農貿市場，疫情之前一直正常經營的鱷
魚、蛇類、龜類檔口，已經全部撤離。有市民表
示，此前有檔口每天要宰殺三四頭鱷魚，不少人
前來購買。蛇販檔口每天都有各種蛇類，甚至眼
鏡蛇也有，都是一籠一籠地擺在地上。

“那個場面很血腥，雖然有人說味道很好，
但我一直不敢嘗試。現在禁止相關交易，我是贊
成的。”市民廖女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強化檢驗檢疫職能管理
除了打擊市場交易，廣東還在口岸防止野生

動物流入。海關廣東分署3日發佈消息，即日起
至年底，廣東省內海關啟動打擊野生動物及其產
品走私專項行動，嚴厲打擊野生動物及其產品走
私，嚴格監管通過廣東口岸出入境的野生動物及
其產品。

據介紹，本次專項行動將重點強化檢驗檢疫
職能管理；加強各重點旅檢貨運口岸的查驗防
控，針對野生動物及其製品跨境走私特點，對野
生動物走私入境“購運儲銷”違法鏈條進行摸
查；加強境外執法合作，強化綜合治理協作配
合，會同廣東省有關部門對野生動物及其產品的
主要交易地、集散地、消費地等重點區域實施有
效整治。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州將從消費端嚴格防範
野生動物違法行為。根據廣州市人大
常委會法工委3日掛網公告的《廣州
市禁止濫食野生動物規定（草案徵求
意見稿）》，酒樓、餐館、飯堂等餐
飲經營者不得提供使用禁止食用的野
生動物及其製品製作的食品，不得製
作含有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及其製品
的名稱、別稱、圖案的招牌、菜譜或
者其他宣傳資料，用以招徠、誘導顧
客。同時，不得以藥膳的名義食用或
者生產經營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及其
製品。對消費者而言，食用在禁止之
列的野生動物，將面臨最高兩萬元的
罰款。

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草案》對在酒樓、餐館、飯

堂等經營場所食用禁止食用的野生動
物及其製品的，沒收野生動物及其製
品，分兩種情況予以處罰：一是食用
法律、法規規定保護的野生動物及其
製品的，對食用人每人處2千元（人
民幣，下同）以上2萬元以下罰款，
對組織食用者處1萬元以上5萬元以
下罰款；二是食用法律、法規規定保
護的野生動物以外其他禁止食用的動
物及其製品的，對食用人每人處1千
元以上2千元以下罰款，對組織食用
者處5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款。而
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本次《徵求意見稿》還強調，
不得以藥膳的名義食用或者生產經
營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及其製品。
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及其製品作為
藥品使用的，應當遵守有關藥品管
理的法律、法規。對此，廣東省餐
飲服務行業協會常務副會長黎永泰
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餐飲食肆是
提供正常的飲食食品，並不是提供
湯藥醫療用的食品。對社會餐飲企
業而言，由於此前已有相關規定，
本次《徵求意見稿》中的藥膳新規
並不會帶來明顯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對於
究竟食用哪些人工繁育、飼養的野生
動物屬於合法或違法範疇，目前各級
立法部門尚無明確目錄。廣東省市場
監督管理局局長麥教猛表示，目前，
廣東省相關條例修訂工作已經啟動，
期待通過法規的形式，盡快出台野生
動物經營的白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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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到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到
佛山市開展活禽及動物經營市場安佛山市開展活禽及動物經營市場安
全專項檢查全專項檢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廣東警方加大對野生動物違法行為的打擊。圖為警
方早前繳獲的野生動物交易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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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疫情之下，3月3

日迎來世界野生動植物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廣東省政府新聞辦

發佈會上獲悉，廣東省立法、司法、行政部門聯合，加大力度打

擊非法野生動物交易和濫食野生動物行為。廣東省市場監管局負

責人表示，除了對無照經營的野生動物交易行為的嚴厲打擊，廣

東還緊急叫停了經審批持證的229家野生動物經營主體，嚴把防

疫關。與此同時，當天，海關總署廣東分署啟動打擊野生動物及

其產品走私專項行動，嚴格阻斷野生動物通過口岸入境。

粵全鏈條打擊野生動物交易
緊急叫停229持證商家 海關嚴防口岸走私入境

2月24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
會議通過《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

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
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決定全面禁止食用野
生動物，嚴厲打擊非法野生動物交易。在此之
前，2月11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亦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特殊時期作出一項特別性決定，明確提
出禁止濫食和交易野生動物，分別對野生動物的
交易、消費、食用及其違法責任作出詳細規定。

12部門全環節杜絕交易
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黨組書記、局長麥教

猛在發佈會上表示，廣東率先在內地發佈相關公
告，明確嚴禁全省農副產品交易市場、超市、餐
飲單位、電商平台四類市場主體交易野生動物及
其製品。他表示，廣東實行嚴格的市場准入，無
照經營野生動物的，一律從嚴查處，同時，疫情
期間，即便通過審批、持照經營野生動物的229
家單位，也已全面叫停。為了嚴防可能出現的違
法交易行為，廣東對全省5,200多個農貿市場實
行“一場一人駐守”，嚴防死守。

麥教猛介紹，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與廣東
省網信辦、省公安廳等12個部門，已開展出動
近70萬人次，執法行動1萬多次，在各個環節杜
絕野生動物交易和消費。

3日，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位於廣州荔灣區
的百合園農貿市場，疫情之前一直正常經營的鱷
魚、蛇類、龜類檔口，已經全部撤離。有市民表
示，此前有檔口每天要宰殺三四頭鱷魚，不少人
前來購買。蛇販檔口每天都有各種蛇類，甚至眼
鏡蛇也有，都是一籠一籠地擺在地上。

“那個場面很血腥，雖然有人說味道很好，
但我一直不敢嘗試。現在禁止相關交易，我是贊
成的。”市民廖女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強化檢驗檢疫職能管理
除了打擊市場交易，廣東還在口岸防止野生

動物流入。海關廣東分署3日發佈消息，即日起
至年底，廣東省內海關啟動打擊野生動物及其產
品走私專項行動，嚴厲打擊野生動物及其產品走
私，嚴格監管通過廣東口岸出入境的野生動物及
其產品。

據介紹，本次專項行動將重點強化檢驗檢疫
職能管理；加強各重點旅檢貨運口岸的查驗防
控，針對野生動物及其製品跨境走私特點，對野
生動物走私入境“購運儲銷”違法鏈條進行摸
查；加強境外執法合作，強化綜合治理協作配
合，會同廣東省有關部門對野生動物及其產品的
主要交易地、集散地、消費地等重點區域實施有
效整治。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州將從消費端嚴格防範
野生動物違法行為。根據廣州市人大
常委會法工委3日掛網公告的《廣州
市禁止濫食野生動物規定（草案徵求
意見稿）》，酒樓、餐館、飯堂等餐
飲經營者不得提供使用禁止食用的野
生動物及其製品製作的食品，不得製
作含有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及其製品
的名稱、別稱、圖案的招牌、菜譜或
者其他宣傳資料，用以招徠、誘導顧
客。同時，不得以藥膳的名義食用或
者生產經營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及其
製品。對消費者而言，食用在禁止之
列的野生動物，將面臨最高兩萬元的
罰款。

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草案》對在酒樓、餐館、飯

堂等經營場所食用禁止食用的野生動
物及其製品的，沒收野生動物及其製
品，分兩種情況予以處罰：一是食用
法律、法規規定保護的野生動物及其
製品的，對食用人每人處2千元（人
民幣，下同）以上2萬元以下罰款，
對組織食用者處1萬元以上5萬元以
下罰款；二是食用法律、法規規定保
護的野生動物以外其他禁止食用的動
物及其製品的，對食用人每人處1千
元以上2千元以下罰款，對組織食用
者處5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款。而
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本次《徵求意見稿》還強調，
不得以藥膳的名義食用或者生產經
營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及其製品。
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及其製品作為
藥品使用的，應當遵守有關藥品管
理的法律、法規。對此，廣東省餐
飲服務行業協會常務副會長黎永泰
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餐飲食肆是
提供正常的飲食食品，並不是提供
湯藥醫療用的食品。對社會餐飲企
業而言，由於此前已有相關規定，
本次《徵求意見稿》中的藥膳新規
並不會帶來明顯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對於
究竟食用哪些人工繁育、飼養的野生
動物屬於合法或違法範疇，目前各級
立法部門尚無明確目錄。廣東省市場
監督管理局局長麥教猛表示，目前，
廣東省相關條例修訂工作已經啟動，
期待通過法規的形式，盡快出台野生
動物經營的白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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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到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到
佛山市開展活禽及動物經營市場安佛山市開展活禽及動物經營市場安
全專項檢查全專項檢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廣東警方加大對野生動物違法行為的打擊。圖為警
方早前繳獲的野生動物交易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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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張聰

中國各行各業陸續復工，電商網

購平台的物流業務率先回暖。京東集

團日前透露，截至2月28日，通過全

國各地救援物資特別通道，京東物流

累計承運了約5,000萬件、總重量超

過1.5萬噸的醫療應急物資。此外，

雖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集團淨收

入仍保持了增長態勢，預計2020年

第一季度淨收入較2019年同期增長

至少10%以上。

京東兩月運1.5萬噸醫療物資
物流業疫市營商 首季收入料增一成

京東3月2日發佈2019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財報
稱，去年其全年淨收入為5,769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比增長24.9%；其中全年淨服務收
入為662億元，同比大幅增長44.1%，技術與服務
正日漸成為增長的新引擎。財報顯示，在2019年全
年淨服務收入中，來自於物流及其他服務收入的佔
比也從2017年、2018年的16.8%和27%大幅增長
至2019年的35.5%。

30分鐘配送藥物上門
在抗疫方面，京東健康開通免費醫生諮詢

和心理疏導服務平台，超過3萬名醫生、24小時
不間斷在線提供服務，累計接診超過350萬名用
戶，同時聯合超過13,000家線下藥房提供30分
鐘藥品配送上門服務。此外，1月20日至2月28
日，京東累計向社會供應米麵雜糧及生鮮產品
2.2億件，總重量超過29萬噸。

京東零售集團CEO徐雷在電話會議中提及
疫情期間京東的流量情況稱，“老用戶回流加
速”和“喚醒沉睡用戶”的增速非常高。流量結

構顯示，京東新用戶的主動訪問和主動購物在提
升，未來京東將會通過這部分用戶的精細化運營
繼續去提升、改善他們的用戶體驗，使其成為長
期貢獻的用戶。

天貓超市發貨量倍增
據悉，疫情期間，京東在倉全渠道建設方

面，得到了供應商的積極參與。品類上，以消費
品、生鮮和健康類的增長為主要表現，尤其是後
兩者。

此外，阿里旗下為物流配送提供數據技術
支撐的菜鳥網絡數據顯示，全國已有九成快遞
網點復工，超過200萬名快遞員已到崗。截至2
月26日，菜鳥和物流夥伴已在全國各地的電商
倉庫發出近80萬噸網購商品。其中，僅天貓超
市的發貨量就比兩周前漲了一倍，累計發出逾
10萬噸。

值得注意的是，菜鳥數據顯示，近兩周來，
湖北發出的包裹量和簽收的包裹量，均較此前增
長了近 3倍，武漢地區簽收的包裹也增長了

30%。為了幫助湖北商家發貨，菜鳥供應鏈開放
了緊急入倉綠色通道，先後協調了450多輛大型
貨車，轉運調撥3萬多立方米商品，為受疫情影
響的商家恢復發貨，盤活了生意。

香港文匯報訊 戴德梁行最新調查顯
示，超過六成受訪的投資機構認為，商業房
地產投資活動將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結束後
6個月內反彈；99%的受訪者表示疫情過後
依然會繼續在內地投資，而投資者最看好的
城市是上海。

100%外資有計劃投資上海
該項調查以一對一訪談形式邀請了過去

三年在內地最活躍的投資機構高層參與調
研，當中近半機構在內地商業房地產總資產
額達100億元人民幣或以上，調查合共收回
122份有效問卷。
結果顯示，雖然內地目前正受到疫情影

響，但大部分投資人都對市場持有信心，並
看好商業地產市場的長期發展。外資尤其看
好一線城市，100%的外資受訪者都表示，
未來12個月正在考慮、或有計劃投資上
海，同時98%表示有投資北京的考慮或計
劃。內資受訪者則在看好一線城市的同時，
對二線城市也有一定投資興趣，包括成都
（32%）、杭州（28%）、西安（13%）和
武漢（13%）。選擇投資武漢的受訪者中，
大部分為險資和開發商，基金佔比較少。
61%受訪者認為，在疫情結束後六個月

內商業地產投資市場會開始活躍，交易量將
明顯增長；僅5%認為市場需要一年以上的
時間恢復。相較內資，外資受訪人認為市場
反彈所需的時間更短，25%認為僅需3個月
或更短時間，認為需要半年或以上恢復的不
到三分之一。
相較於外資機構，內資受訪者對經濟走

勢的預判更為樂觀，近15%受訪者認為今年
內地GDP增速在5.7%或以上。外資機構受
訪者相對保守，29%認為今年GDP增長將
介乎經濟學人智庫（EIU）4.6%的悲觀預測
和5.3%的基準預測之間。
戴德梁行大中華區資本市場部總裁葉國

平稱，過去幾年資產價值直線上升讓投資者
一直等待市場回調的入市機會。這次“黑天
鵝”的出現，成為投資者的機會。該行預
期，當疫情逐漸明朗時，市場上將有大量投
資機會湧現，下半年交易量或將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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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遞恢復最快前十名城市
成都、長沙、重慶、濟南、廈門、廣州、
深圳、青島、石家莊、南寧

復工發貨包裹十大城市
金華、廣州、上海、深圳、杭州、東莞、
蘇州、泉州、北京、成都

簽收包裹十大城市
上海、北京、廣州、深圳、成都、杭州、
東莞、重慶、蘇州、福州
資料來源：2月份菜鳥大數據分析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張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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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各行各業陸續復工內地各行各業陸續復工，，電商網購平台的物電商網購平台的物
流業務率先回暖流業務率先回暖。。圖為京東物流配送員在一小圖為京東物流配送員在一小
區將貨到付款的貨品交給收貨人區將貨到付款的貨品交給收貨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內資受訪者對二線城市有一定投資興趣，
包括成都、杭州、西安等。圖為杭州。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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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台中市府小
內閣人事布局，4日公布新任副
市長人事案，由現任副祕書長
黃國榮升任。台中市長盧秀燕
表示，黃的資歷完整，對拓展
國際城市外交有潛力，絕對勝
任；黃國榮強調，為市民提供
更優質服務，義不容辭。盧市
府成軍1年來，因應團隊戰力，
可能有另一波人事調整。

盧秀燕指出，台中市是全
台第2大城，副市長職缺工作繁
重，經深思熟慮，邀請資歷完
整的黃國榮擔任，他在台中任

職累計近15年，除豐富的內政
經驗，也擔任過大使，擁有國
際事務經驗，對台中與國際接
軌相當有幫助。

黃國榮副祕書長職缺由市
政顧問賴淑惠接任，盧肯定賴
的資歷足夠，了解公務發展。
前副市長楊瓊瓔辭職參選立委
，曾任前市長胡志強首席副市
長的黃國榮被視為立即上手人
選，與其他2名副市長令狐榮達
、陳子敬組鐵三角助攻市政。

黃國榮表示，有機會為家
鄉做更多事情，當然很樂意，

他佩服盧秀燕是非常認真的市
長， 「媽媽市長」 堅毅又有很
柔軟一面，讓他非常感動，當
前任務是防疫優先，為市政推
動貢獻能力與專業。

台中市議會國民黨團書記
長陳政顯表示，黃勇於任事，
對市政駕輕就熟，有助府會協
調；民進黨團總召陳世凱期許
黃務必在最短時間內上軌道，
以市民利益為出發點，上緊發
條做好任何事。

台中小內閣布局 黃國榮接副市長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熱門景點遊
客銳減，以高雄駁二為例，2月人潮起碼少2成
，進駐店家叫苦連天，高市文化局率先提出紓困
方案，針對所屬場館對外招租的商店，2月至5
月固定租金減免2成，儘管市庫收入縮水，也要
力挺業者度過困境。

疫情對各產業造成影響，針對藝文界，文化
部相關的短期紓困及中長期振興措施正在研擬中
，高市文化局表示，會持續關注掌握中央政策，
同時市府層級能做的先做，4日宣布一系列藝文
紓困措施。

高市文化局昨天指出，疫情影響期間暫訂2
月至5月，於文化局所轄各場館演出取消者免收
違約金並全額退費；高市立案的演藝團體或設籍
高市個人在本市所轄場館售票演出延期者，疫情
趨緩後在原場館的首場演出，場地費含拆裝台減
半；已核定的藝文補助，視需求提早撥款或調整

撥付比率。
此外，因為高市各文化場域受疫情影響，遊

客愈來愈少，進而影響店家生意，因此文化局宣
布，進駐所轄場域營運的商家或團體，固定租金
以減收20％為原則，是否得以延緩繳交，則視需
求專案審酌辦理，包括進駐駁二、大東文化藝術
中心、高雄市文化中心及文化局所屬包括市立圖
書館、美術館、高史博、孔廟、英國領事館等的
廠商均適用。

文化局主祕劉秀英指出，以廠商及團隊進駐
最多的駁二為例，園區店家及共創基地團隊共有
82家，若2月至5月固定租金減收2成，預估總
計減收金額約為353萬餘元，但有鑑於新冠肺炎
疫情發展瞬息萬變，對整體經濟產業已造成重大
衝擊，市府仍會盡全力協助在地藝文團隊或文創
商家度小月。

高市紓困 駁二等租金減2成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嚴重衝擊觀光，澎
湖縣政府展開搶救觀光大作戰，配合今年澎湖
文旅年活動，主打軍事古蹟文化之旅，帶領遊
客揭開澎湖神祕軍事面紗。

四面環海澎湖島位於東亞航線要衝，翻開
中外歷史澎湖扮演重要戰略據點，昔日古戰場
歷經歲月變遷，遺留下許多珍貴戰地遺跡，深
具觀光發展潛力。

縣府明定2020年澎湖文旅年，大力行銷
文化結合觀光新形態，相中軍事之旅新亮點，
詎料一場肺炎疫情席捲而來，打亂了澎湖觀光
行銷步調。

縣府團隊一級主管聯袂走讀拱北山砲台、
金龜頭砲台等澎湖軍事古蹟，號召地方旅遊業
者攜手合作殺出疫情困境振興觀光。

文化局指出，澎湖擁有荷蘭、清末及現代
各式砲台，尤其中法戰爭後，台灣巡撫劉銘傳
看中台灣戰略位置重要，全台各地興建10座砲
台加強軍備防務，澎湖島有拱北、金龜頭、東
台、西台4座砲台。

文化局表示，拱北砲台是清光緒年間建築
的新式砲台，內陸砲台有砲位、藏兵洞、大兵
房、小彈藥庫、彈藥總庫、方池等空間，範圍
擴及拱北山第一砲台、第二砲台等軍事設施，
目前仍是軍事管制區未對外開放。

金龜頭砲台座落於澎湖西南岬角，砲台門
額題字 「天南鎖鑰」 ，與風櫃尾蛇頭山砲台隔
海相望共扼馬公灣海口，這是座城垛式外型堡
壘，內有坑道通達各海岸射口。

（綜合報導）恆春半島人文底蘊深厚，有學者組團進行文物
普查，在文史工作者念吉成的帶隊下一連跑了多個百年學校、社
區，看石碑探歷史，當中位在滿州鄉里德村的高砂族教育發祥紀
念碑令眾人驚豔，學者直喊 「價值太高」 ，有強化教育與觀光發
展的潛能。

由多名學者自組的文物普查考察團，在念吉成的帶隊下先後
走訪恆春國小、滿州國小等百年學校，考察校內具有歷史軌跡的
石碑、奉安庫（鑄鐵大型保險庫）等，藉此探究琅嶠十八社的沿

革史，而除了學校之外，還特別
走訪滿州鄉里德村，尋找恆春國
語傳習所豬?束分教場的舊址。

「這是原民教育的先驅！」 念吉成說，日據時期，日人在台
灣廣推 「國語教育」 （日文），連原民部落也很積極，而豬?束
分教場就是推廣點之一，當時還立了 「高砂族教育發祥紀念碑」
見證歷史，但可惜的是，如今紀念碑雖還在，但卻遠離教育場所
，紀念意義削弱。

學者直說 「紀念碑太有價值，但也太可惜」 ，他們建議，當
地學校及社區應該要重視此珍貴文物，里德的生態旅遊發展有成
，若能結合文化觀光，想必能更吸引人。

恆春半島近年力推 「深度旅遊」 ，不管是生態或是文化，都
有業者想將其融合包裝成旅遊行程，而恆春古城內更有業者將古
厝活化經營成餐廳，讓古城內飄散復古風。

澎湖文旅年 強打軍事古蹟之旅

學者普查恆春文物強化教育及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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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春节期间连续施工

——不少中方员工放弃
回国休假，企业合理调配当
地资源，项目持续推进

跟国内情况不同，历年来许多中企的海外项
目在春节期间不停工，甚至是抓紧快干的好时
候。今年，受疫情影响，不少项目提前做好预
案，为正常施工留足空间。

“疫情发生后，我们动员各参建单位员工发
扬国家电投上海电力‘三千精神’，千言万语、
千辛万苦、千方百计开展工作，充分发挥目前留
守项目现场约120名管理人员的作用，所有管理
人员取消了周六周日休息，原计划春节后回国休
假的计划全部取消，视疫情发展再行安排。”胡
努特鲁电厂副厂长李晓峰说。

国家电投上海电力下属的胡努特鲁燃煤电厂
项目，是中国“一带一路”和土耳其中间走廊倡
议下的重点项目，也是迄今为止中资企业在土耳
其最大的直接投资项目，实现了中国资金、技术
和设备抱团出海。目前，电厂项目正常开展施
工。

在哈萨克斯坦，中国电力札纳塔斯风电项目
公司第一时间组成防疫小组制订防控预案，同时
与使领馆充分对接，在严格按照各项要求做好防
控工作的同时，项目建设也丝毫没有松懈。

札纳塔斯项目现场130余名工人中有近五成
是当地员工，在尊重哈萨克斯坦当地习俗的前提
下，考虑项目工期及建设需要，整个春节假期均
未停工。放立铁塔、架线、接线、调试、装修
……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着。札纳塔斯项目全体员
工在风雪中“战斗”，为力争项目早日并网发电
而努力。

在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工程建设也在有
序推进。春节期间，896名中方建设者和4370名

巴方建设者坚守在项目一线，力保今年防洪度
汛、下闸蓄水目标实现。

卡洛特水电站是“中巴经济走廊”优先实
施项目，是三峡集团和中国水电行业第一个被
写入中巴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项目。电站建成
后，每年可提供约32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将
为巴基斯坦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能源支持。

能源、交通、电力、水利……在遍布海外的
各类项目上，工程建设者们鼎力合作、坚守一
线，为特殊时期的平稳运行保驾护航。

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彭华岗说，中央企业在
海外的项目大量雇佣当地员工和国际员工，他们
积极借助当地和第三方力量，确保中央企业在境
外不同国家的项目合理调配资源、有序推进。

海外抗疫落细落实

——确保不把疫情带出
国门， 确保境外人员安全

面对疫情，中国企业海外项目纷纷采取行
动，将防疫工作落实到一线员工。同时，对企
业赴境外人员严格把关。

国家能源集团国华电力公司第一时间部署
海外抗疫工作。早在 1 月 20 日，公司在印尼的
爪哇项目就召开疫情防控紧急会议，迅速布置
各项防控工作，其他驻印尼单位也先后开展行
动。

全面开启防控模式。统一对办公区域、控
制室及宿舍、食堂、活动中心等人员聚集场所
全面消毒，定期通风，保持空气清洁；调整食
堂食品供应；严控需要人员聚集的会议安排，
会议尽量采用远程形式或电话会议形式……从
生活到办公，均严格遵照防疫要求。

防疫落实到员工。公司将预防知识传达到
每一位职工，同时采购防护、消毒、隔离等相

应物资器材，保证防护口罩数量充足，储备一
定数量的防护服、医用手套、护目镜等必备器
具。目前个人防护物资已发放到每一名员工。

严格把关人员管控。为确保万无一失，驻
印尼各单位控制人员往返，在国内疫情正式解
除前，国内人员暂缓返回印尼，同时不再安排
人员回国休假和出差。对必须返回现场的人
员，要求在雅加达隔离点单独隔离观察 2 周，
无相关感染症状后方可返回项目现场。同时，
厂内严格实施封闭化管理，查验进出人员信息
及身体状况，确保厂区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海外项目现场人员并不
多，疫情防控更增添了压力，但安全责任始终放
在首位。

针对海外员工疫情防控工作，国务院国资委
1月30日向中央企业印发紧急通知。当前，中央
企业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中央企业
集团公司统筹安排赴境外人员的数量，事先征得
驻在国使领馆同意。由于央企海外项目多，以往
赴境外人员都由子公司、分公司自行安排。对赴
境外人员进行严格健康把关，包括家庭成员的健
康调查，确保不把疫情带出国门。要采取更为严
格的隔离措施。加强对已派出人员的健康监控，
对境外人员每天的活动轨迹、身体状况进行确
认，确保发现苗头及时处置，确保境外人员安
全。

海外项目频频报喜

——视频调度生产、一
人 多 职 补 缺 、 培 训 当 地 员
工，生产能力逐步恢复

一手抓防疫，一手保生产。近期，海外项目
频频传来好消息。

在巴西，圣西芒电站整体运行平稳，截至2

月12日，本年度已经累计完成发电量9.930亿千
瓦时。

圣西芒电站是国家电投海外公司 2017 年通
过巴西政府特许经营权拍卖取得30年特许经营
权的大型水电站。疫情发生后，圣西芒电站紧急
建立和启动疫情应急方案，协调和支持已在驻地
的中方生产人员和当地团队，确保全球资产安全
和各项生产工作的正常运营管理。

1 月 22 日至 2 月 11 日，国家电投上海电力
所属日本公司在大阪、三田、筑波的 3 个光伏
发电项目共计发电量为 278.68 万千瓦时，其中
大阪项目发电量较去年同期上涨35.92%。

“以稳定项目生产来支持国内抗击疫情，这
是我们远在海外的人可以做的。”国家电投上海
电力日本公司董事长章健说。

在全球各地，为保障项目稳健运行，中国企
业正各显身手。

在安哥拉卡约新港项目，中国交建的对策
是：设置专人对接安哥拉卫生部、民航局等部
门，充分启用网络办公等手段。面对中方人员暂
缓返安的情况，在安中方员工一人多职、互相补
缺，同时紧急招聘、集训安籍员工进行补充，为
项目即将进入快速施工期做好人机料、工艺方
案、施工计划、后勤保障等准备。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在泰国设立了黑旋风
（泰国） 公司。在适当延长假期的情况下，冶金
地质总局通过视频方式对生产过程进行远程指
挥调度。与此同时，联系非疫区的中方管理人
员迅速赶往泰国公司开展生产经营工作。目
前，生产能力正逐步恢复。

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中材国际、中国建材工
程、中材节能等企业科学规划、合理安排，新签
3项海外水泥、石膏板、房屋等工程合同，新签
2项海外设备供货合同；全力保障110多项海外
水泥、玻璃、光伏、节能等工程的建设进度，其
中多个项目成功点火或产品下线。

“我们相信只要措施到位，中央企业一定能
够克服困难，推动海外项目的顺利实施。”彭华
岗说。

保工期！
中企海外项目全力稳运行

本报记者 李 婕

中国企业既连着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也是大量海外工程的承建者。仅2019年，中企承包的1亿美

元以上海外项目就有506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这些项目是否能正常运行？接着干、加油干！记者了解

到，目前各相关中国企业正全力复工复产，稳定全球产业链、畅通国际供应链、保障项目工程顺利实施。

“中巴经济走廊”优先实施项目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最后一套座环、基础环成功吊装。
三峡集团供图

2月10日，胡努特鲁燃煤电厂项目举行防疫期间安全施工会。
国家电投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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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團體提供免付費多語言人口普查熱線解決民眾的問題與疑慮
多個組織提供法律服務 人口普查局發布27種語言的指導影片
隨著2020年人口普查工作的展

開，四個民權組織準備了多種語言的
電話熱線提供資訊，同時提供法律諮
詢服務給不確定如何填寫問卷的民眾
。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提供政府需
要的資訊，用於分配每年價值數千億
美元稅金的服務，並依此指引政治區
域的畫分和調整，來分配國會、選舉
人團和地方政府的代表席次。

18世紀制定的美國憲法明言，人
口普查是美國和平時期最大的工作項
目，法律規定民眾必須參與，每個居
民都必須被計算在內，無論他們是公
民、說英語者、房主、租客或遊民。

大部分民眾都了解，參與人口普
查不會有風險，只會有好處，因此，
包括阿拉伯美國研究院（Arab Amer-
ican Institute）、亞美公義促進中心
（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
tice）、民權律師委員會（Lawyers
’ Committee for Civil Rights）與全
國西語裔民選及任命官員協會（Na-
tional Association of Latino Elected

Officials，簡稱NALEO）在內的四個
民權組織，正在加強提供重要資訊給
他們所服務的社區。

電話熱線會在整個人口普查數據
收集期間開放給民眾使用。部分社區
已經收到人口普查問卷，不過，最重
要的工作階段會是三月中旬到四月。
接下來，人口普查局會對尚未參與人
口普查的民眾做跟進的工作，一直到
七月，電話熱線也會持續開放到七月
。

說阿拉伯語的民眾現在就可以撥
打 833-333-6864 或 844-3DDOUNI
（阿拉伯語的意思是 「把我計算進去
」 ），東岸時間每日上午9時到下午
5時開放，從3月1日起，開放時間會
延長到晚上9時，阿拉伯美國研究院
承諾，他們會在24小時內回覆留言。

說普通話、粵語、韓語、越語、
烏爾都語、印度語或孟加拉語的民眾
可 以 撥 打 (844) 202-0274 或 (844)
2020-API，東岸時間每日上午 8時
30分到晚上8時30分開放，一直到七

月底，亞美公義促進中心也承諾，會
在24小時到48小時之內回覆留言。

民權律師委員會提供的熱線是
(800)268-6820或 888-Count20，同
樣會一直開放到七月底，目前的開放
時間是東岸時間每日上午9時到下午
5時，承諾會在下一個工作日回覆留
言。NALEO為西語裔民眾提供的熱
線 是 (877)352-3676 或
877-EL-CENSO，開發時間為東岸
時間每日上午8時30分到晚上8時30
分，收到民眾留言後會在下一個工作
日回覆。這些熱線可以直接以英語即
時通話。這些組織希望民眾能打熱線
電話來詢問關於人口普查的問題，包
括從最基本的訊息，到法律或派員跟
進的問題。

此外，領袖會議（Leadership
Conference） 、 布 瑞 南 司 法 中 心
（Brennan Center）和墨裔法律辯護
和教育基金會（Mexican American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 Fund
，簡稱MALDEF）也共同成立了一個

全國法律專家網路，可以回答各項法
律問題，包括從人口普查的基本義務
，到關於可能破壞人口普查的威脅等
。上述組織過去曾提供過保護選舉完
整性的熱線服務。

關於2020年人口普查最受民眾
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受訪者提供的個
人訊息是否真的能如法律承諾和規定
的那樣被保密。適用於人口普查的法
律包括一些美國最嚴格的保密法律，
任何人將民眾個人資料洩漏給其他政
府單位，例如警局、聯邦移民和海關
執法局（U.S. Immigration and Cus-
toms Enforcement，簡稱 ICE）或邊
境保護局（Border Patrol），將會被
處以最高25萬美元的罰款，以及數年
監禁。

如果這些法律還不足以讓民眾放
心，這些組織以MALDEF為首，另外
制定了一項人口普查數據保密保護承
諾。為了增進所謂 「難以統計的人口
」 的信心，他們保證，一個由個人和
組織組成的聯盟，將使用他們的權力

與影響力，來解決、制止和終結任何
違反人口普查數據保密性的行為。

為了掃除語言障礙，人口普查局
提供了27種語言的人口普查影片說明
，影片長度由9分鐘到15分鐘不等，
個別長度為：阿姆哈拉語（Amharic
）12分47秒、阿拉伯語13分53秒、
亞美尼亞語（Armenian）11分29秒
、孟加拉語13分19秒、簡體粵語9
分51秒、繁體粵語9分52秒、英語9
分25秒、波斯語14分21秒、法語11
分2秒、德語12分29秒、希臘語11
分 57秒、海地克里奧爾語（Haitian
Creole）10分37秒、印度語11分55
秒、義大利語10分59秒、日語11分
39秒、韓語11分13秒、簡體普通話
10分1秒、繁體普通話10分2秒、波
蘭語13分 34秒、葡萄牙語10分 45
秒、俄語11分58秒、索馬利語14分
38秒、西班牙語11分43秒、他加祿
語（Tagalog）12分10秒、泰語和烏
克蘭語12分50秒、越語10分33秒
。

親愛的長生學學友們好、基於近
期休士頓大地區疫情關係的原因、安
全考量，四月五日到十日的初中級班
課程決定取消。

每週六的調整站也暫時停止，直到疫
情清況穩定，會在群裡通知。

每天多靜坐幫自己和家人調整，
保持好情緒，提升免疫力，祝平安。

原定時間在3月7日週六下午3點
，在休士頓浸信會大學舉行的中華合
唱團第58次的演唱會，因為目前新型
冠狀肺炎疫情不明朗，為了顧及觀眾
和社區的安全衛生考量，已決定暫時
延期舉行，請各位熱愛音樂以及支持
中華合唱團會的朋友諒解和配合。

由於眼前新型冠狀肺炎疫情不明
朗，社會各界對此狀況非常擔心，中
華合唱團會基於為了顧及觀眾和社區
的安全衛生考量，和對社會大眾的責
任，已經與各方面協調決定延期舉行

。敬請各位持有入場券預定來捧場支
持的觀眾諒解，並提醒本週六3月7日
不要虛跑一趟。至於後續演出時間，
等爾後疫情展情況以及作業等確定後
會告訴大家，絕對不會讓大家失望。

再次提醒本週六3月7日不要白跑
一趟。並靜心等待後續的演出好消息
。也麻煩提醒其他支持中華合唱團得
好朋友們。(本通告只是通知演唱暫時
會延期舉行，不對疫情表達意見)。非
常感謝各界諒解與合作。

中華合唱團年度音樂會 延期演出 緊急通告

四月休士頓長生學課程
（本報訊）基督徒龔作君為誠虔美國基督徒，只能靠祈禱的方式支援武漢疫情而感到無力與痛心，於是以一己

之力，購得數萬個口罩和眼罩等防疫物資，並以個人的名義號召海外龍的傳人加入他 「救中國」 的行列，集資購買
更多物資運往疫區。

定居洛杉磯的華裔基督徒龔作君在一次禱告會中，了解到關於武漢疫區的一手信息，他表示，教會中有不少從
中國來美國交流的神學生，其中又有不少人的親戚、朋友都身處疫區，因此在禱告會上聽到了關於疫區最即時、最
真實的信息，也了解到了這些海外龍的傳人的無助與焦慮。

龔作君表示，不少海外基督徒目前只能通過做禱告的工作來支援武漢疫情，想幫忙但又十分無助，而他又是一
個實踐派，不甘心看到自己和基督徒們 「束手無策」 的樣子，於是他立即花了一天的時間，先是驅車前往中領館求
見領事，諮詢個人如何捐助物資，之後又花費3個小時的路程，趕到距離洛杉磯市中心90英里的Temecula市的
Paulson製造商，登門購置口罩。

龔作君的愛國之心打動了Paulson製造商的老闆，老闆親自聯繫龔作君，並和他簽約購置5萬個口罩和10萬個
眼罩，之後將在中領館的協助下，將物資定點寄往身在疫區的教會朋友，讓他們幫忙轉交給最缺物資的一線醫護人
員。

龔作君現在以個人的名義號召海外龍的傳人共同籌款購買物資，他目標籌集100萬美元或更多籌款，並且希望
尋找10名愛心人士，親自飛往中國已經被封城的疫區，但在不出關的前提下，將物資親手轉交給當地的聯繫人，之
後立刻返美。(鮑佳琪
http://mobile.chinesedaily.com/plus/view.php?aid=416647)

龔作君的聯繫郵箱為：josephkung43@gmail.com，電話是：626-636-0457

基督徒龔作君號召龍傳人 「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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