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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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19日 星期四
Thursday, March 19, 2020

（（路透社路透社））

全球確診病例突破全球確診病例突破2020萬萬 歐洲成重災區歐洲成重災區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的疫

情在全球六大洲，164個國家蔓
延，美國50州，歐洲30多國也
都全境淪陷。根據各國當局和世
界衛生組織(WHO)公佈的數據統
計，截至18日全球確診感染人數
近20萬680人，死亡病例累計8,
092例。

3月18日新冠肺炎的感染人
數，全球累計超過20萬人，大陸
以外的病例數量也早已超越了大
陸當地的病例，澳洲總理史考特·
莫里森(Scott Morrison)稱新冠肺
炎為百年一見的全球大事件。

全球因為新冠肺炎而死亡的
人數也超過了8,000人，其中歐
洲計3422例，亞洲共3,384例，
歐洲首度超越了亞洲，光是義大
利就有2,978例死亡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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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緣
故，全球原油需求量大減，加上各國股市紛紛
下挫，預期進入經濟長期衰退期，導致原油價
格大跌，創下了18年來的新低點。

根據全國廣播公司商業頻道CNBC報導，
西德克薩斯中間基原油價格下跌了6.58美元，
或24.4%，以每桶20.37美元作收。這個價格
是自從2002年二月份以來的新低價。

北海布倫特原油價格也下跌了4.07美元，
或14.1%，以 24.67美元作收。這也創下了

2003年以來的最低點位。
西德克薩斯中間基原油價格一日的跌幅

24%，也創下了歷史上第三高的單日跌幅。分
析師指出，這一波下跌的趨勢，是由於原油的
供給端和需求端同時下降，雙重夾殺之下造成
價格重挫。

根據路透社報導，為了因應直直下挫的原
油價格，產油國伊拉克將要召開石油輸出國家
組織(OPEC)緊急會議，與其他14個產油國商
討對策。

油價狂掉24％％ 創創1818年來新低年來新低

（綜合報導）英國的新冠肺炎案例數量不
斷上升，周三(18日)宣布的新增死亡人數大幅
增加32人，累計104人，確診人數當日暴增
了676人，累計2,626人。英國首相強生(Bo-
ris Johnson)週三傍晚即宣布從本月20日起全
國學校開始停課。

根據路透社報導，蘇格蘭與威爾斯地區稍
早已經宣布將於20日開始停課，強生在傍晚

的疫情記者會中宣布英格蘭地區跟進停課措施
，並沒有說明停課期限。

強生指出，兒童不應該留給祖父母或年長
的親戚照顧，因為年長者是對新冠肺炎病毒最
脆弱的族群。若家長為國家醫療保健服務
(NHS)的重要員工，以及弱勢兒童，政府將會
安排特殊照顧。

英國死亡案例破百 強生宣布全面停課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在全球肆虐，歐洲淪為重災區，全球確診病例已突破19萬例，
有三分之一出現在歐洲。從義大利、西班牙和德國，分別高居全球確診病例數的二、四、五名，疫情
嚴重可見一斑。世衛組織呼籲歐洲國家應採取最大膽的行動阻止疫情擴散。為舒緩醫療體系的重負，
義大利政府計畫讓約1萬名醫科生派赴第一線抗疫。法國則出動部隊將患者轉移到軍醫院治療。

歐洲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超過5萬例，其中義大利最慘。據義國當局透露，截至當地時間17
日18時，確診病例較上一日增加3526例，累計31506例，死亡數字新增345例，累計達2503例。
北部疫情最嚴重的倫巴底正處於崩潰邊緣，已經出動了所有加護病床和呼吸機。

為緩解醫生短缺的窘境，義大利政府計畫讓約1萬名醫科生，提早8至9個月投入國家醫療系統
，開始工作。新醫生將派往診所和老人院，騰出經驗豐富的醫生，填補醫院醫療人力的空缺。他們不
需要通過獲得專業資格的考試，可以直接上陣。義大利總理孔蒂警告說，新冠肺炎正在歐洲引發一場
「社會經濟海嘯」 ，沒有哪個歐盟國家可以倖免。

法國國內的確診數和死亡人數幾乎到每3天翻一倍的地步，17日已達148例。過去三天，新冠肺
炎病患湧入法國東部的醫院，政府18日出動軍隊將部份的患者轉送到南部城市土倫的一家軍醫院，
希望紓解當地醫院重症設備不足的壓力。法國總統馬克洪前一天說， 「我們處於戰爭狀態」 ， 不是
與軍隊或其他國家戰鬥，但隱形的敵人就在身邊，他要求民眾待在家裡，非必要不應出門。

英國確診病例已直逼2000例，瞬間爆量的確診病患，讓當地的醫療體系幾乎無力承擔，法國總
理菲力普警告，如果英國未能採取與法國同樣嚴厲的封鎖措施來對抗疫情，法國可能不讓英國旅客入
境。德國確診感染新冠肺炎人數已突破9000，德國疾管中心17日已將新冠疫情對德國構成的威脅從
「中度」 上調為 「高度」 ，並估計疫情可能會持續2年。

（綜合報導）澳大利亞科學家最新的研究
顯示，人體免疫系統對新冠病毒和流感反應相
似。專家們指出，這項發現是 「一大突破」 。
識別免疫細胞開始出現的時機對 「預測病毒的
發展過程」 非常關鍵，有助於疫苗的開發。
凱薩琳（Katherine Kedzierska）是墨爾本大
學微生物學和免疫學教授。她於本周二在《自
然醫學》期刊上和另一名專家聯名發表最新的
研究報告，凱薩琳稱這個報告很重要，因為
「這是我們第一次真正了解我們的免疫系統是
如何抵抗新冠病毒的」 。

BBC報導指出，由墨爾本免疫研究所完
成的這項研究首次確定出4種可以抵抗新冠病
毒的免疫細胞。研究人員追蹤並觀察了一位今

年47歲、來自武漢、屬於輕微至中度症狀的
病患她在14天內康復。凱吉爾斯卡指出她的
團隊檢測了這名病人體內 「免疫反應的全部範
圍」 。

在病人病情出現好轉的3天前，她的血液
中出現了一些特定細胞。凱吉爾斯卡教授稱，
在流感患者體內，同樣的細胞也是在類似階段
出現，患者然後康復。

凱吉爾斯卡表示，接下來科學家們將要確
定為什麼在一些更加嚴重的病例身上，免疫系
統反應更弱。 「現在非常關鍵的是，要了解死
亡病例或危重病例體內缺乏什麼，或者不同的
地方是什麼，這樣我們就會知道該怎樣保護他
們」 。

（綜合報導）義大利是新冠肺炎疫情最嚴峻的歐洲國家，疫
情至今也未見緩和的跡象。週三(18日)義大利民眾防護局提出的

數據顯示，過去24小時內新增的
死亡475例，為疫情爆發以來單

日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天。
義大利的新冠肺炎確診人數新增了4,207例，增幅13.35%

，累計35,713例。而死亡病例新增475例，增幅19%，累計2,
978例，致死率超過8.3%。這個數字正快速追上大陸的3,241例
。感染的患者當中，有2,257人住在加護病房中，但也有4,025
人已經康復出院。

全球確診前5名 歐洲占3國
澳洲發現人體4種免疫細胞可抵抗新冠病毒

義大利單日增加475死 死亡人數逼近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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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土耳其衛生部長科卡
（Fahrettin Koca）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土耳
其的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從47例增加到98例
，並出現第1起的死亡病例，是一名89歲的老
者。

半島電視台(Aljazeera)報導，科卡表示，
整個星期二，土耳其又診斷出51例，病例增
加最多的一天，從原本的47例到98例。不過
好消息是，陽性的確診者，以及輕症病患，絕
大多數人正在好轉中。

土耳其副總統歐克塔伊(Fuat Oktay)在星
期三時說，應9個歐洲國家的要求，土耳其已
將2807名在歐洲的土耳其國民帶回家，以阻
止冠狀病毒的傳播。他在推特上說，撤離工作
已在當地時間上午6點完成，而且這些國民回

國後，立即隔離在伊斯坦堡與科賈埃利省
（Kocaeli）的大型宿舍，時間14天。

土耳其上週關閉了對來自德國、西班牙、
法國、奧地利、挪威、丹麥、瑞典、比利時和
荷蘭的旅客入境。

與此同時，土耳其通信局局長奧爾頓
（Fahrettin Altun）周二否認了 「安卡拉將進
入緊急狀態、宵禁和旅行限制」 的傳言。他說
「這些全面的限制措施，還不在議程上。」

土耳其的新冠肺炎病例不算多，然而經濟
已受到頗大的波動土耳其里拉兌換美元的匯率
`正在貶值，今年已貶值約 7％。土耳其的
BIST 100股價指數也下跌2.31％，是相當大的
跌幅。

土耳其出現首起新冠死者 確診98例

（綜合報導）公衛週二表示，戴口罩、戴
手套對於預防新冠狀病毒的效果有限，對絕大
多數人來說是不必要的，真正的重點在勤洗手
，並且避免用手觸碰臉部，如果摸臉的習慣不
改，戴口罩可能更易遭到感染。

醫療訊息(MedicalxPress)報導，自全球爆
發以來，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一直保持不變：
洗手，不要觸摸臉，並保持人與人的距離。

世衛組織表示，如果懷疑自己可能被感染
，那麼建議在公共場所戴口罩，但是在那種情
況下，盡可能待在家裡別出門。

公衛專家麥克萊恩(Mike Ryan )說： 「口
罩的保護力是有局限性的，每個人都可以做的
最重要的事情是洗手，使手遠離臉部，這比口
罩更重要。」

他認為，全球醫護人員已經缺乏口罩，隨
著大流行的加劇，這個問題可能會變得更加嚴
重。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估計，全世界的醫療工
作者每個月至少需要8900萬口罩，他們顯然
更需要。

法國衛生部長韋蘭（Olivier Veran）週一
說： 「我很驚訝街道上的許多人戴著口罩，然
而這與我們的建議不符。」

戴口罩的人會錯誤擁有安全感。例如，許
多佩戴口罩的人，沒有先洗手就戴，而且戴了
以後又總是在調整口罩，然而那樣做，有可能
污染口罩，要是還喜歡揉眼睛，那就更容易被
感染了。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的安達
利亞（Amesh Adalja）說： 「如果人們不能停
止觸摸自己的臉，不管是戴口罩還是戴手套都
沒用。」

公衛專家的重點是，新型冠狀病毒會在物
體表面上留存好幾天，而我們的手如果沾到病
毒粒子，然後再摸鼻子、眼睛，就很容易遭到
感染。

然而，不摸臉是很困難的，2015年《美
國感染控制雜誌》上的一項研究發現，人們平
均每小時觸摸他們的臉20次。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疫
情對全球經濟產生大規模的衝
擊，隨著世界各國開始封城鎖
國，航空業、旅遊業、全球製
造鏈等全面受到影響。英國、
法國和西班牙紛紛祭出紓困措
施。英國17日推出和平時期史
無前例的救市金融和財政計畫
，總值3300億英鎊的貸款援助
，金額相當於英國國內生產毛
額（GDP）的15％。

英國財政大臣蘇納克表示
，英國政府將為英國企業和個
人提供幫助，以渡過難關。這
筆貸款將從下周開始發放，具
體措施包括：經濟有困難人士

可延長還款3個月。他表示，和
平時期從未面對過這樣的經濟
戰鬥。首相強森表示： 「我們
必須像任何戰時政府一樣行動
，盡所有努力支撐我們的經濟
。」

法國財政部長勒梅爾警告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今年
法國經濟恐衰退達1％，法國政
府將推出450億歐元紓困計畫，
協助企業和勞工。

勒梅爾說，政府將釋出450
億歐元，供企業緊急紓困，政
府不想看到企業破產。此一措
施是根據法國經濟負成長1％來
規畫，而這450億歐元不涵蓋在

法國總統馬克洪 16 日宣布的
3000億歐元貸款擔保內。

西班牙當天也推出高達
2000億歐元的紓困計畫，規模
相當於西班牙全年GDP的20％
，主要用於保護就業、減少疫
情對國家經濟的衝擊。總理桑
契斯表示，這項紓困計畫在西
班牙民主史上前所未有。

鑑於疫情不斷升高，歐元
區財長要求擁有4100億歐元銀
彈的 「歐洲穩定機制」 （ESM
）開始研議如何動用資金，以
減輕疫情對經濟造成的衝擊。

公衛專家：勤洗手不摸臉 比戴口罩更重要

前所未有經濟戰鬥 英法西急紓困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疫情擴散全散，科學家正在加緊研究
，試圖及早了解病毒的特性。美國新近發表的研究指出，病毒可
在空氣中的微小液滴（droplet）裡存活至少3小時並且維持傳染
力。如果附著在塑膠或者不鏽鋼物體表面，則能存活3天。另一
項最新研究甚至勁爆指出，孩童如果感染新冠病毒，比成年人更
會傳染給別人。

美國國家過敏及傳染病
研究所（NIAID）和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等機構針對新
冠確診病例咳嗽、觸摸過的物體表面進行觀察測試，並使用噴劑
複製咳嗽和打噴嚏所產生的 「氣膠」 （aerosol，或稱懸浮微粒
），試圖了解病毒在不同環境與時間下的傳染力與衰退程度。研
究17日發表於《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結果顯示，新冠病毒即

使離開人體，也可以在氣膠中至少存活3個小時，且維持傳染力
。研究者比較病毒在不同物質表面存活力。結果發現，在硬紙板
上病毒無法活過24小時；在銅上僅能活4小時。另外，病毒在
半衰期下，在氣膠內可存活66分鐘，接下來有一半病毒將會失
去傳染功能；不鏽鋼上病毒約5小時38分鐘進入半衰期；塑膠
的話則需要6小時49分鐘才會進入半衰期。

染病孩童 傳染力大於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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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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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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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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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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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政府有條件釋囚遭塔利班反對：
先放5000名囚犯

綜合報導 阿富汗總統府發言人西迪基證實，阿總統加尼已簽署法

令，批準釋放1500名塔利班囚犯，為與塔利班達成和平協議釋放善意。

不過“有條件的”釋囚方案遭到塔利班反對。

卡塔爾半島電視臺稱，根據法令要求，獲釋囚犯必須簽署書面保證

，承諾不會再次投入戰鬥。從14日起的15天時間裏，將有1500名囚犯

獲釋，“每天將有100名囚犯走出阿富汗的監獄”。西迪基還表示，雙

方開始直接對話後，如果與塔利班的和談進展順利，阿富汗政府會每兩

周再釋放500名囚犯，直到剩余的3500人全部被釋放。不過法令強調，

塔利班必須在此期間及之後遵守“減少暴力活動”的承諾。

美國與塔利班達成和平協議後，加尼曾表示拒絕釋放塔利班囚犯，

現在雖立場軟化，但塔利班仍然表示不能接受。據路透社11日報道，塔

利班發言人沙欣表示，該組織已向美國遞交了壹份5000名囚犯的詳細名

單，並等待名單上的所有人員都能得到釋放。而塔利班方面也將遵守承

諾，釋放阿富汗政府1000名士兵。沙欣11日在電話中對路透社記者表示

，阿富汗政府“有條件的”釋囚法令與塔利班和美國上個月簽署的和平

協議內容不壹致。“協議中寫明了，先釋放5000名囚犯，然後再開始阿

富汗的內部和談”，他說，“我們不會同意對囚犯的有條件釋放”。

美國與塔利班上月29日簽署和平協議，釋囚是其中的關鍵要素。阿

富汗政府與塔利班史上首次和平談判原定10日進行，討論實現永久性全

面停火和阿富汗今後的政治路線，但由於暴力活動仍然存在以及阿富汗

國內政治紛爭，和談未能實現。美國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務特別代表哈利

勒紮德11日發推特敦促雙方在多哈坐下來商談，解決換囚問題，繼續建

立互信，朝內部和談加速前進。

英國溫和抗疫措施引爭議
多人感染能產生“群體免疫力”？

世界衛生組織稱，目前歐洲已成為新

冠病毒疫情的“震中”。英國的壹些官員

與學者批評政府遲遲未出臺更有力的公共

衛生措施。但英國首席科學顧問帕特裏克

•瓦蘭斯爵士(Sir Patrick Vallance)為政府

辯護稱，政府目前的措施可以使人群產生

“群體免疫力”(herd immunity)。

英政府溫和應對措施引質疑
3月 13日，英國新增新冠病毒感染

者208人，確診總數達798人。當天，蘇

格蘭確認了首例死亡病例，使得英國死

於新冠病毒的總人數達到11人。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稱，衛生官

員表示，他們認為實際感染人數可能在

5000到10000人之間。

據報道，英國首相鮑裏斯•約翰遜

在周四(1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任

何有感染新冠病毒癥狀的人，無論癥狀

多麼輕微，如持續咳嗽或高燒，都必須

在家呆七天。他還表示，學校應該停止

組織出國旅遊，70歲以上、身體狀況堪

憂的人不應該乘坐郵輪。

英國政府的這壹舉措與愛爾蘭和法

國等國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些國

家的學校正在停課。目前英國並未下達

關閉學校的命令。

包括前衛生大臣傑裏米· 亨特(Jeremy

Hunt)在內的批評人士對英國政府推遲采取關

閉學校等更嚴厲措施的決定表示擔憂。

亨特現任健康特別委員會主席，他

批評政府“走得不夠遠”，並表示與其

它采取了更有力措施的國家相比，英國

的應對措施使其成為壹個“異類”。

亨特表示，如果政府沒有采取更嚴

格的措施，可能會導致更多人感染病毒。

“我們正處於緊急的事態中……(對於保

持學校開放、不取消大型活動的決定)許

多人將非常擔憂。”他說。

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學院國際公共

衛生教授吉米•惠特沃思(Jimmy Whit-

worth)也表示，他對英國沒有出臺更強有

力的措施感到驚訝，但他預計這些措施

將在未來兩周內出臺。

而據BBC報道，約翰遜強調，采取防疫

措施，時機的把握很重要。他表示，根據科學

和醫學顧問的意見，英國目前不需要關閉學校

，也不必取消大型公眾活動，比如體育賽事，

這些都是權衡多種因素之後的決定，專家評估

意見是目前采取這些措施弊大於利。

在周五(13日)上午的會談中，包括工黨

、蘇格蘭民族黨、自由民主黨等反對黨對

政府的做法提出了質疑，還有人提出，希

望看到政府措施背後的科學證據。

首席科學顧問的辯護：群體免疫力
據BBC報道，有不少評論認為政府的

延緩戰略建立在“群體免疫”原則上，即讓

數量眾多的人接觸病毒從而獲得群體免疫，

將有限的醫療資源用於重癥患者的救治。

雖然許多人對此感到憤怒，認為這是拿

公眾做試驗，但也有為之撐腰的聲音。

據報道，英國首席科學顧問帕特裏克•

瓦蘭斯爵士(Sir Patrick Vallance)就為政府

抗擊新冠病毒的方法進行了辯護。瓦蘭斯認

為，政府的方法是為了減緩疫情向峰值攀頂

的坡度，並使人群中的免疫力得到增強。

“我們的目標是努力降低峰值，減緩

疫情蔓延的速度，而不是完全抑制它。

而且，如果絕大多數人都得了輕微的疾

病就能建立某種群體免疫力，更多的人

就會對這種疾病有免疫力，”瓦斯蘭說

，“(這樣)我們就能減少傳播，同時我們

能保護那些在這種疾病面前最脆弱的人

。這些是我們需要做的關鍵事情。”

BBC的報道指出，推遲新冠病毒疫

情峰值到來的時間，可以盡量避開冬春

流感季醫療系統資源和人手緊張的高峰

期，另外也指望氣溫逐漸升高後病毒傳

播受到自然遏制，疫情可以緩減。

瓦斯蘭則認為，新冠病毒會成為壹種

每年都會出現的季節性感染，他告訴《衛

報》：“如果妳非常嚴厲地壓制某樣東西

，壹旦有所放松，它就會反彈，而且是在

錯誤的時間反彈。”他擔心如果現在沒有

足夠多的人感染這種病毒，它將在冬季再

次出現，那時英國的國家醫療服務體系

(NHS)將不堪負荷。

持這壹觀點的瓦斯蘭在英國並非“孤

家寡人”，英國內閣的行為透視團隊(The

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又稱助推小組

，nudge unit)負責人哈爾彭(David Halpern)

教授也支持這個原則。據BBC報道，哈爾

彭認為，老人和有呼吸系統疾病的50萬英

國人需要隔離、保護和救治，而壹種新病

毒在健康人群中流傳壹段時間後，就會產

生群體免疫力，當七八成人對病毒有抵抗

力時，病毒的傳播性就會顯著下降。

反對聲音：政府“快醒醒”
BBC報道稱，英國民間的確有類似

獲得“群體免疫力”的做法，家長會把孩子帶

到出水痘的孩子家裏聚會，就是為了讓自己的

孩子獲得免疫力。不過新冠病毒和水痘難以相

提並論，後者至少有疫苗和壹套成熟的應對方

案，而新冠病毒有很多未知數。

倫敦壹位資深病危護理專家，西蒙·

埃希沃斯(Simon Ashworth)醫生直呼政府

“快醒醒”。

他在社交媒體上呼籲關閉校園、禁止大

型公共活動，還要取消非緊急手術和門診，以

便醫院可以為迎接疫情大爆發做準備，包括人

員培訓和防禦計劃的制定，還包括為醫護人員

安排臨時住宿和子女看護等具體問題。

但英國政府的首席醫療顧問則表示，抗

疫是持久戰，過早采取這類措施容易讓民眾

產生心理倦態和疲勞，不利於抗疫，也未必

能擊中疫情要害，反而徒增其他負擔。

比如，假如現在就關閉學校，確實可

以減少感染病例，但許多家長留在家看孩

子或作出相應的兒童看護安排會成為壹個

大問題。許多醫護人員的孩子如果不能上

學，他們就不能照常上班，更不用說加班

。請祖父母幫忙帶孩子也有問題，老人更

容易感染病毒，而且感染後病死率更高。

不過，首相約翰遜強調，政府會密切監

測疫情動態，在必要的時候也會改變政策。

俄聯邦委員會暫停代表團出國
4月或采取加強措施

綜合報導 俄羅斯聯邦委員會(議會上院)主席馬特維延科認為，俄羅

斯政府已采取足夠措施應對新冠病毒，但不排除在必要情況下采取加強

措施的可能性。

她對記者說：“政府和行動指揮部正在密切關註局勢，我承諾，如有

必要，將采取足夠措施。根據俄羅斯局勢的發展，指揮部采取了適當措施

。所有已采取的措施有效期至4月1日，如果有必要，4月1日後會采取加

強措施或維持目前的模式，這肯定會做到的，不應有任何擔憂。”

馬特維延科還說，由於新冠病毒傳播，聯邦委員會決定暫停自己的

代表團出國訪問。

她說：“聯邦委員會昨天決定，暫停聯邦委員會對國外的訪問，直

到局勢更加有利為止。”

截至13日晚，俄羅斯累計確診45例新冠肺炎病例。俄羅斯總理米

舒斯京14日表示，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擴散，俄羅斯將禁止外國公民通

過俄與挪威、波蘭的陸地邊界入境。

法國確診突破五千 死亡破百
管控措施或繼續升級

綜合報導 法國新冠肺炎疫情當地時

間15日繼續惡化，確診病例升至5423例

，死亡病例升至127例。法國輿論普遍

認為，管控措施很有可能會繼續升級。

由於15日按原計劃舉行2020年法國

市政選舉，因此衛生部直接發布疫情統計

數據。根據當晚發布的數據，15日的確診

病例數達到923例，單日確診首次突破900

例；當天死亡病例數達36例。單日確診病

例數和死亡病例數又壹次創下新高。

根據法蘭西島大區衛生部門的統計

，大巴黎地區的確診病例已經突破1000

例，達到至少1240例。大巴黎地區還出

現多例監獄確診病例。

中新社記者在巴黎市中心看到，由

於巴黎已經處於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的最高階段(第三階段)，所有“非必需

”公共場所當天起已按政府相關命令關

閉，其中包括餐館、酒吧、咖啡館、電

影院等。凱旋門等著名地標也從當天起

關閉。在巴黎著名的香榭麗舍大街，僅

有屈指可數的食品店、

藥店仍繼續營業。香街

往常熙熙攘攘的咖啡館

也罕見閉門謝客。

巴黎的公共交通系

統15日仍然繼續運轉，

但法國官方呼籲民眾盡

量減少乘坐公共交通。

搭乘公交系統的民眾已

經有所減少。但不論是

在大街上還是在公交系

統裏，大多數民眾仍沒有主動采取防護

措施。

由於法國2020年市政選舉如期舉行

，使得不少民眾不得不在當天前往全法

各個投票站投票。同時，還有壹些民眾

繼續以家庭或朋友為單位集體出行，人

員流動被認為依然未得到有效控制。

由於疫情惡化，法國輿論當天就法

國政府下壹步的管控措施展開大規模討

論。分析人士傾向於認為，關閉所有

“非必需”場所之後，可能要采取“封

城”舉措來控制疫情發展，而且“封城

”的具體舉措有可能近期就會宣布。法

國政府目前尚未公布下壹步具體安排。

法國《星期日報》當晚報道，由於

現行衛生管理措施得不到全體民眾的遵

守，政府正在考慮對至少兩個疫情嚴重

的地區——大巴黎地區和大東部大區實

施整體管制。政府方面目前沒有對此消

息予以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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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昆士蘭州壹名81歲老

人哈特菲爾德(Bill Hatfield)在獨自環球航行

295天之後，於22日回到該國黃金海岸港口。

據報道，哈特菲爾德2019年5月出發開始

環球航行，此次旅程，他總共在海上度過了

近壹年的時間。在這壹年裏，他獨自壹人完

成了不間斷航行。

哈特菲爾德表示，“我很高興回來，再

次回到陸地很開心”。據悉，他已經進行了3

次環球航行，但不間斷航行尚屬首次。

哈特菲爾德的女兒萊姆布羅斯說，“我

很放心，他已經平安歸來了”。

據介紹，哈特菲爾德將暫時與家人共度壹

段時間，但他的航海生涯可能還沒有結束。當

被問及是否會讓父親再次進行環球航行時，萊

姆布羅斯毫不猶豫地表示，“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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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開隔離門剎那推開隔離門剎那
害怕已拋腦後害怕已拋腦後””

1月25日，農曆正月初一，45歲的門雪
琳辭別親人，隨山東首批援鄂醫療

隊踏上赴湖北黃岡的飛機。作為一名呼吸科
醫生，門雪琳報名時沒有任何猶豫。“我的
年齡和專業最合適，到這邊能做一點事情覺
得非常自豪，也是理所應當的。”她在電話
中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

見證醫療中心從無到有
報名後回家收拾東西，父母聞訊後過來

看她，門雪琳表現得很輕鬆。“他們感覺我
不大像去前線，倒像是去旅遊的。”門雪琳
說，“可能也有一點害怕，但大疫當前還是
想多做一些事情。我覺得我會回來的，這次
一定會勝利。”
初到黃岡，整個醫療中心的環境還很簡

陋。醫療隊成員首先當起了工程師、搬運
工、保潔員，迅速投入到改造基礎設施、開
闢隔離病房的戰鬥中，為後面幾批醫療隊員
的工作積累了寶貴經驗。厚厚的防護服，口
罩下的纍纍傷痕，帽子上的汗水，見證了他
們與新冠病毒的“貼身肉搏”。
門雪琳介紹，“當時電腦都是現搬來

的，且兩省醫療網上系統完全不同，就連下
個簡單的醫囑也需要多次溝通。但幾天後這
些問題很快解決，可以說我們見證了整個醫
療中心從無到有、從混亂嘈雜到有條不紊的
全過程。”

1月30日，是門雪琳換上防護服到隔離區
工作的第一天。推開最後一道防護門之前，她
忽然間有些害怕，腳步也放慢了許多。她在心
裡嘲笑自己膽小，在病房的走廊裡呆立了一會
兒，穩了穩緊張的情緒。這時，護士走過來告
訴她22、23、24床的患者都很焦慮，對治療
不滿要投訴。剎那間，她本能地回到醫生的角
色裡，迅速推開門走了進去。

將患者請求一一記錄
“你是醫生嗎？為什麼不給我打針”、

“求求你救救我們吧”、“我有高血壓，不會
死吧？”、“你們從山東來幫助我們，謝謝你
們，可你們不能不管我們，我想打電話給電視
台……”面對病人的責難或哀求，門雪琳完全
忘記最初的那種“害怕”，很自然地走到她們
床邊說道：“別着急，有我在不會不管你們。
你們都長得這麼漂亮，先平平氣等我一個一個
解決。我保證今晚一定把你們的問題都解
決。”頓時，房間裡安靜下來，門雪琳一一記
錄下她們的請求，並告知新病房啟用需要一個
過程，但一切都會好起來。
門雪琳在日記中寫道，“當我離開時，

她們輕聲地對我說：謝謝！突然，我感到了
一種久違的溫暖！當我再一次站在走廊剛才
的位置環顧四周時，卻有了一種完全不同的
感覺，彷彿這就是我一直工作的地方，如此
熟悉而親切，完全沒有了陌生和緊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
報道）焦慮的除了確診患者，還有在外
面等待消息的家屬。有位重症患者的家
屬每隔半小時就會給醫生打電話，每次
都會重複說一句話：“我就想讓她活
着。”門雪琳聽了心理酸酸的。醫生的
工作實在是非常忙碌，每時每刻都在死
亡線上和新冠病毒戰鬥。但為了安撫家
屬的情緒，他們只好輪流接聽電話……
剛到時黃岡的天氣很冷，每次從病

房出來，洗手是門雪琳最不想做卻必須
做的事情。刺骨的冷水洗完，還要用酒
精消毒，護膚的問題早已不在考慮。很
長一段時間，門雪琳的一個手指不能打
彎，也無法提重物，直到天氣轉暖後才
見好。

在黃岡的第一個月，整個醫療隊沒
有休過一天。門雪琳最欣慰的是，病人
的情緒逐漸穩定，整個病房變得平和起
來。有個經常跳廣場舞的大姨在病房裡
跳起了交誼舞，親屬打電話來經常受到
老人的批評：別老耽誤醫生治療！門雪
琳還聽到她們在悄悄地議論：山東來的
醫生護士脾氣真好，將來要娶個山東的
兒媳婦……每當這時，門雪琳就覺得所
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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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3月
7日，山東首批援助湖北醫療隊結束在羅田縣的休
整，重返戰疫前線。此前，已連續奮戰一個月的醫
護人員按照當地疫情指揮部門的安排，進入修整
期。臨行前，他們收到了當地百姓親手做的繡花鞋
墊和棉鞋。
“那幾天特別冷，棉鞋穿起來特別暖和、舒

服，真是雪中送炭。”門雪琳說，這些天她收穫了太
多的感動，有時是一句暖心的話語，有時是一碗熱騰
騰的米粥，有時是一件小事，一個個片段印在腦海
裡，成為人生中最難忘的記憶。在病房裡，她和患者
從病情聊到家常，漸漸地成了朋友。給醫療隊開車的
司機師傅說，黃岡有許多小吃，可惜現在都關門了，
下次來專門給她做導遊。她的朋友圈多了許多“生死
之交”，他們相約疫情結束後到濟南來看望她……
與此同時，在前線的醫療隊受到後方的大力

支持。山東的特產、防疫物品源源不斷地送到黃
岡。門雪琳在那裡看到了山東的大饅頭、花卷、水
餃和周村燒餅，還收到了濟南外國語學校學生做的
中藥香囊。感受到四面八方的溫暖，她有些受寵若
驚。在她看來“只是幹了自己該幹的事情，盡了一
名醫生的職責，只不過換了一個地方而已。”

“這些天我看到了人性美好的一面，感覺生
活還是很美好的。”門雪琳說，現在病人越來越
少，確診患者的病情越來越平穩，相信疫情應該很
快結束，真的要春暖花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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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援鄂醫生門雪琳魯援鄂醫生門雪琳：：彷彿這就是我一直工作的地方彷彿這就是我一直工作的地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

“前幾天天氣特別冷，當地群眾就

像當年支援紅軍一樣，給我們送來親

手縫製的繡花鞋墊和棉鞋，穿在腳上

暖在心裡。”山東首批援鄂醫療隊隊員、濟南市第四人民醫院呼吸科醫

生門雪琳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黃岡近兩個月，她看到了人性最美好

的一面，許多暖心的片段時刻感動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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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醫護的努力通過醫護的努力，，確診確診
患者病情日漸穩定患者病情日漸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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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開隔離門剎那推開隔離門剎那
害怕已拋腦後害怕已拋腦後””

1月25日，農曆正月初一，45歲的門雪
琳辭別親人，隨山東首批援鄂醫療

隊踏上赴湖北黃岡的飛機。作為一名呼吸科
醫生，門雪琳報名時沒有任何猶豫。“我的
年齡和專業最合適，到這邊能做一點事情覺
得非常自豪，也是理所應當的。”她在電話
中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

見證醫療中心從無到有
報名後回家收拾東西，父母聞訊後過來

看她，門雪琳表現得很輕鬆。“他們感覺我
不大像去前線，倒像是去旅遊的。”門雪琳
說，“可能也有一點害怕，但大疫當前還是
想多做一些事情。我覺得我會回來的，這次
一定會勝利。”

初到黃岡，整個醫療中心的環境還很簡
陋。醫療隊成員首先當起了工程師、搬運
工、保潔員，迅速投入到改造基礎設施、開
闢隔離病房的戰鬥中，為後面幾批醫療隊員
的工作積累了寶貴經驗。厚厚的防護服，口
罩下的纍纍傷痕，帽子上的汗水，見證了他
們與新冠病毒的“貼身肉搏”。

門雪琳介紹，“當時電腦都是現搬來
的，且兩省醫療網上系統完全不同，就連下
個簡單的醫囑也需要多次溝通。但幾天後這
些問題很快解決，可以說我們見證了整個醫
療中心從無到有、從混亂嘈雜到有條不紊的
全過程。”

1月30日，是門雪琳換上防護服到隔離區
工作的第一天。推開最後一道防護門之前，她
忽然間有些害怕，腳步也放慢了許多。她在心
裡嘲笑自己膽小，在病房的走廊裡呆立了一會
兒，穩了穩緊張的情緒。這時，護士走過來告
訴她22、23、24床的患者都很焦慮，對治療
不滿要投訴。剎那間，她本能地回到醫生的角
色裡，迅速推開門走了進去。

將患者請求一一記錄
“你是醫生嗎？為什麼不給我打針”、

“求求你救救我們吧”、“我有高血壓，不會
死吧？”、“你們從山東來幫助我們，謝謝你
們，可你們不能不管我們，我想打電話給電視
台……”面對病人的責難或哀求，門雪琳完全
忘記最初的那種“害怕”，很自然地走到她們
床邊說道：“別着急，有我在不會不管你們。
你們都長得這麼漂亮，先平平氣等我一個一個
解決。我保證今晚一定把你們的問題都解
決。”頓時，房間裡安靜下來，門雪琳一一記
錄下她們的請求，並告知新病房啟用需要一個
過程，但一切都會好起來。
門雪琳在日記中寫道，“當我離開時，

她們輕聲地對我說：謝謝！突然，我感到了
一種久違的溫暖！當我再一次站在走廊剛才
的位置環顧四周時，卻有了一種完全不同的
感覺，彷彿這就是我一直工作的地方，如此
熟悉而親切，完全沒有了陌生和緊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
報道）焦慮的除了確診患者，還有在外
面等待消息的家屬。有位重症患者的家
屬每隔半小時就會給醫生打電話，每次
都會重複說一句話：“我就想讓她活
着。”門雪琳聽了心理酸酸的。醫生的
工作實在是非常忙碌，每時每刻都在死
亡線上和新冠病毒戰鬥。但為了安撫家
屬的情緒，他們只好輪流接聽電話……

剛到時黃岡的天氣很冷，每次從病
房出來，洗手是門雪琳最不想做卻必須
做的事情。刺骨的冷水洗完，還要用酒
精消毒，護膚的問題早已不在考慮。很
長一段時間，門雪琳的一個手指不能打
彎，也無法提重物，直到天氣轉暖後才
見好。

在黃岡的第一個月，整個醫療隊沒
有休過一天。門雪琳最欣慰的是，病人
的情緒逐漸穩定，整個病房變得平和起
來。有個經常跳廣場舞的大姨在病房裡
跳起了交誼舞，親屬打電話來經常受到
老人的批評：別老耽誤醫生治療！門雪
琳還聽到她們在悄悄地議論：山東來的
醫生護士脾氣真好，將來要娶個山東的
兒媳婦……每當這時，門雪琳就覺得所
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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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3月
7日，山東首批援助湖北醫療隊結束在羅田縣的休
整，重返戰疫前線。此前，已連續奮戰一個月的醫
護人員按照當地疫情指揮部門的安排，進入修整
期。臨行前，他們收到了當地百姓親手做的繡花鞋
墊和棉鞋。

“那幾天特別冷，棉鞋穿起來特別暖和、舒
服，真是雪中送炭。”門雪琳說，這些天她收穫了太
多的感動，有時是一句暖心的話語，有時是一碗熱騰
騰的米粥，有時是一件小事，一個個片段印在腦海
裡，成為人生中最難忘的記憶。在病房裡，她和患者
從病情聊到家常，漸漸地成了朋友。給醫療隊開車的
司機師傅說，黃岡有許多小吃，可惜現在都關門了，
下次來專門給她做導遊。她的朋友圈多了許多“生死
之交”，他們相約疫情結束後到濟南來看望她……

與此同時，在前線的醫療隊受到後方的大力
支持。山東的特產、防疫物品源源不斷地送到黃
岡。門雪琳在那裡看到了山東的大饅頭、花卷、水
餃和周村燒餅，還收到了濟南外國語學校學生做的
中藥香囊。感受到四面八方的溫暖，她有些受寵若
驚。在她看來“只是幹了自己該幹的事情，盡了一
名醫生的職責，只不過換了一個地方而已。”

“這些天我看到了人性美好的一面，感覺生
活還是很美好的。”門雪琳說，現在病人越來越
少，確診患者的病情越來越平穩，相信疫情應該很
快結束，真的要春暖花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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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援鄂醫生門雪琳魯援鄂醫生門雪琳：：彷彿這就是我一直工作的地方彷彿這就是我一直工作的地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

“前幾天天氣特別冷，當地群眾就

像當年支援紅軍一樣，給我們送來親

手縫製的繡花鞋墊和棉鞋，穿在腳上

暖在心裡。”山東首批援鄂醫療隊隊員、濟南市第四人民醫院呼吸科醫

生門雪琳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黃岡近兩個月，她看到了人性最美好

的一面，許多暖心的片段時刻感動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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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醫護的努力通過醫護的努力，，確診確診
患者病情日漸穩定患者病情日漸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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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中美貿戰未完，新冠肺炎又來，香

港出口接連受到打擊。香港貿發局17日

公佈首季出口指數，下跌2.8至16，創紀

錄新低，其中珠寶、鐘錶最受打擊，出

口指數降至8及13.9。500家受訪的香港

出口商中，93.9%受訪者表示新冠狀病毒

疫情已對業務產生負面影響。貿發局研

究總監關家明17日形容，這次危機比

2008及2009年金融海嘯不遑多讓或更難

處理，當局暫維持今年全年出口負增長2%的預測，但坦言目

標愈來愈難達到，希望各國可以盡快攜手合作處理今次危機。

疫情挫港出口珠寶業最悲
首季整體出口指數跌至16創新低

疫情之下，消費意慾下降，特別是對奢侈用
品的需求偏軟，眾多行業中，出口商最不

看好珠寶(8)及鐘錶(13.9)。主力出口歐美的鐘錶
批發及代理商Acestar Concept 總裁黃麗嫦17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這兩三個星期隨着
歐美多個國家疫情急劇擴散，很多客戶的訂單已
經叫停，如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及英國等，
“因現時很少人出街，亦不會消費，加上封城，
客戶都暫時不落單。”

爆肺疫 鐘錶商出口跌9成
此外，也因飛機班次減少，貨運物流亦拖

慢。她指，2月份出口量已開始一直下跌，現時
已跌了9成，希望到4至5月情況會好轉，現時
現金流都有壓力，希望政府可增加措施幫助批發
零售業。

其他行業的出口也不樂觀，調查顯示，機
械、電子、玩具及成衣的首季出口指數跌至
16.4、16.3、14.9及14.2。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
譽會長方保橋17日也表示，香港出口的電子零
件很少，主要是靠內地轉口，但現時內地很多人
仍在家工作及學習，內地生產線又拖慢了開工，

生產力不足，本地需求都應付不來，更不要說出
口，故電子零件出口自然減少。樂觀而言，相信
都仍要數個月時間情況才會有改善。

關家明：最擔心需求下跌
關家明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干擾了全球供

應鏈，讓整個市場處於不明朗狀態，有機會加
速全球供應鏈洗牌。自中美貿易爭端以來，有
不少廠商在中國內地以外地方設立生產線，以
避免新增關稅。而今次為了防止疫情蔓延，部
分內地以至日本、韓國的工廠停工或未完全復
工，令全球供應鏈緊張甚至斷裂，電子零部件
尤其短缺，影響電子消費品的供應。跨國企業
有可能進一步分散投資，不再依賴單一國家生
產。他續指，供應鏈問題可解決，但最擔心的
是全球需求下跌。

出口市場方面，日本連續6季被視為前景最
理想的市場，信心指數為44.8。相反，內地下跌
幅度最大，跌至37，是有紀錄以來最低水平，
而歐盟則跌至34點，是該市場第三低的記錄。
各項附屬指數也出現悲觀的景象，就業指數為
40.2，貿易價值指數為30.6，採購指數為14.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500家受訪
的香港出口商中，93.9%受訪者表示新冠肺炎疫
情已對他們的業務產生負面影響，帶來的後果
包括產品付運被打亂、勞動力短缺等等。51.2%
受訪者表示受到持續的中美貿易摩擦影響，而
買家減少訂貨量及討價還價越益嚴重是兩個最
普遍遇到的問題。新冠肺炎疫情超越了全球需
求減弱和中美貿易爭端，成為香港出口商最關
注的問題。63.9%受訪者稱疫情是對其業務短期
內的最大威脅。

香港貿發局經濟師馮凱盈表示，雖然只有
約三分之一受訪者認為中美簽署首階段貿易協
議及隨後調低關稅對出口表現有幫助。受訪港
商認為未來六個月影響出口的最大威脅依次為
“新冠肺炎”(63.9%)、全球需求疲弱(18.5%)以
及中美貿易摩擦(6.2%)。香港貿發局亞洲及新興
市場助理首席經濟師馬穎德預計，製造商將繼
續把生產基地由中國內地轉移或擴展至其他國
家和地區，包括越南。

500家出口商 94%受打擊

■關家明指出，新冠肺
炎疫情干擾了全球供應
鏈，讓整個市場處於不
明朗狀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疫情全球蔓延之疫情全球蔓延之
下下，，各地展銷大減各地展銷大減，，消消
費意慾下降費意慾下降，，出口商最出口商最
不看好珠寶不看好珠寶。。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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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海巖 北京報
道）中國銀保監會17日披露數據顯示，
今年2月末，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
款餘額3.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不
良貸款率2.08%，較1月上升0.05個百分
點；關注類貸款同比明顯多增，主要受
個人貸款影響。銀保監會首席風險官兼
辦公廳主任、新聞發言人肖遠企預計，
未來兩三個月疫情對資產質量的影響還
會逐步釋放。

與此同時，關注類貸款同比也明顯
增多，2月末銀行業金融機構關注類貸款
餘額5.8萬億元，關注貸款率環比上升
0.17個百分點。肖遠企說，這主要是受新
冠肺炎疫情因素影響，部分地區個人住
房抵押貸款和信用卡貸款等未按時還款
計入關注類貸款所致。另外，商業銀行
撥備覆蓋率181.3%；商業銀行貸款撥備
率3.58%，環比上升0.07個百分點，較年
初上升0.04個百分點。

銀保監：不良貸款升幅可控
“不良貸款上升幅度整體可控，疫

情因素的影響是短期的。”肖遠企說，
絕大部分企業受到了疫情影響，隨着生
產生活恢復正常，企業現金流將趨於正
常。同時，宏觀政策方面對不良上升有
對沖手段。比如對小微企業進一步減稅
降費、定向降準、專項再貸款等，都可
以在短期內緩解企業現金流困境。小微
企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政策也可以階段
性地解決資金緊張問題。

此外，銀行業抵禦不良貸款儲備豐
富。現在不良貸款約3萬億元，撥備有6
萬多億元，抵禦風險能力充足。

此前銀保監會出台中小企業臨時性
延期還本付息的政策，肖遠企表示，這
一政策覆蓋所有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
戶和湖北所有企業，目前只有不到三分
之一的企業享受這一政策。一方面是銀
企協商需要時間，另一方面，企業需求
不同，一些現金流正常的企業願意按期
還款付息，還有的企業按時還款付息，
並簽訂條件更優惠的新貸款合同。

肖遠企強調，目前房地產金融政策
基調不變，此前一些地方調低首付比例
和貸款利率，都在監管政策允許的範圍
之內。目前執行一城一策，地方政策調
整不能突破監管要求， 只要在政策範圍
之內，各地方可靈活掌握。對於近期金
融市場調整，肖遠企認為主要是受外圍
市場影響，影響是短期的，並有足夠政
策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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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罷韓團體已提交第二階段
連署人名冊，高雄巿議會國民黨團18日提出
3點呼籲，要支持者即起 「停止討論投票與
否、看見政績就宣傳、聽從黨部決策」 ，針
對罷韓在一、二階段涉嫌違法事件，希望相
關單位依法處理。

巿議員陳麗娜指出，去年wecare舉辦
罷韓遊行時曾在眾籌平台販賣罷韓小物，但
又提醒民眾如果不需要回饋品請註明，顯然
有規避政治獻金法的問題，另外罷韓連署曾
傳出送口罩，也可能違反選罷法，但都未見
處理。

她說，罷韓一、二階如果涉嫌違法，後
面的罷韓投票如何能說是合法？她認為，現
在支持者對於罷韓相當焦慮，但黨部會視發

展做出決策，請支持者在這時候停止各種投
票與否的討論，避免沒更新到最後決策的指
示。

藍營昨以 「守護高雄停看聽」 提3點呼
籲，希望支持者 「停止討論、看見政績、聽
從決策」 ，巿議員陳玫娟、李眉蓁、曾麗燕
、李雅靜及黃香菽等人都力挺。罷韓團體則
認為，這是韓陣營 「反罷免產業鏈」 的算計
。

國民黨團總召曾俊傑表示，台灣是每4
年有2次選舉，但高雄可能發生2年選4次
，這些錢都是浪費社會福祉，如果拿來防疫
、做建設對高雄、對台灣才是最好的，呼籲
選舉已經選完了，就要回歸平常，不要再政
治口水。

反制罷韓 藍籲守護高雄停看聽

（綜合報導）針對新冠肺炎疫情，台東
縣政府18日在台東縣議會臨時會中提出包
括耕地租金減免、非自願失業勞工生活困難
補助、鐵花新聚落人行道攤商場地使用費減
收等10項紓困方案；有議員擔心遊客把病
毒帶進台東，建議在南迴公路設管制站。

台東縣議會臨時會18日邀請縣府對新
冠肺防提出因應，除由衛生局長黃明恩報告
防疫措施外，國際發展及計畫處長余明勳也
提出包括特殊境遇家庭生活扶助、非自願失
業勞工生活困難補助、鐵花新聚落人行道攤
商場地使用費減收、鐵花新聚落魅力師店群
及飛行啟蒙基地租金減免、縣有耕地租金減
徵2成等紓困方案。

縣議員郭宗益說，台東目前沒有確診個

案，西北部團體遊客都往台東跑，在三仙台
等遊憩區到處趴趴走也沒戴口罩，是否會形
成防疫漏洞，建議在觀光地區也要做好防疫
工作。

縣議員古志成表示，現在部落對外來遊
客很擔心，建議在南迴公路設管制站，他追
問衛生局長黃明恩 「台東會不會淪陷？」 黃
明恩答覆 「要靠天保佑」 ；議員黃治維則質
疑台東負壓隔離病房僅14間，若疫情擴大
如何面對？

此外，議員黃碧妹說，離島客機直到日
前才開始量體溫，防疫太慢。議員張全馨嵐
說，4、5月疫情還在高峰，仍有布農族祭典
等各自舉辦，縣府應要求地方配合落實防疫
。

台東抗疫 提10大紓困方案

（綜合報導）煙囪、圍牆、老火車，是屏東市
民對於糖廠的共同記憶，屏東縣政府與台糖公司合
作，提供9公頃的市區土地打造彷如美國紐約中央
公園般的綠地，且以循環經濟為概念，於台糖縣民
公園內啟動 「農工循環基地」 ，成為城市新興地標
。

屏東縣府城鄉發展處長李怡德表示，屏東市台
糖園區約有86公頃，區內綠樹成蔭、環境優美，
除承載日據時期繁盛製糖的工業歷史，也挾帶屏東
市民的共同記憶。

但隨著糖業、紙業生產在80年代逐步沒落，
為活化閒置空間，縣府除將周邊規畫為公園綠地，
更爭取中央補助，邀請工研院團隊進駐，進行屏東

食遊體驗暨農工整合創新的場域設置。
台糖公園每逢周末假期，便吸引親子同遊，甫

於去年底結束的台灣設計展，更讓人近距離感受舊
建築的魅力，包括公園內的鞦韆組合、攀爬網、布
洛格子及極限飛輪等，在在滿足兒童探索的樂趣，
遊戲場旁貼心設有座椅，家長亦可安心陪伴。

另闢的 「農工循環基地」 ，李怡德說，選址於
台糖縣民公園有其特殊意義，此處前身是台糖屏東
紙漿廠舊址，自1977年建廠以來，已走過43個年
頭，當初設立主要是將製糖剩餘的蔗渣製作紙漿，
是台灣早期工業資源循環利用代表之一，如今期許
它能成為全國食農資源循環產業的典範。

（綜合報導）高壓電纜線對民眾而言是嫌惡設施，國家能源
政策造成民眾疑慮，除了台電與民眾持續溝通，有賴更高層的相
關單位訂定周延配套，例如電纜使用年限、定期檢測、房舍毀損
補償機制、回饋方案，才有可能創造雙贏，否則，只是永無寧日
的對抗。

台電公司 「台灣至澎湖161KV電纜線路工程」 ，主要是用
來連結台灣本島與澎湖離島的電力系統，除可協助澎湖穩定供電
，更可善用澎湖冬季風力發電充裕，將多餘電力送回台灣，讓台
澎電力同步強化。

然而，居民擔憂電
纜經過市區，所產生的高強度電磁波可能危及身體健康，要求台
電改變電纜埋設路線；但是台電最後仍然依照原路線施工，承諾
改以推管工法，將電纜埋在距地面至少6公尺深度，降低民眾對
電磁波的疑慮。

推管工法雖可減輕電磁波影響，卻可能因深入地下造成房舍
損害，加上電纜路線臨近2所國中小，以及口湖變電所日後可能
擴建，在在無法讓居民放心，致抗爭不斷，每次施工都需動用警
力戒備，徒增警民對立。

台電公司認為電纜工程依法執行，事先都有申請路權，且多
次舉辦座談會說明施工工法與安全議題，完工後可落實 「澎湖低
碳島」 與 「再生能源」 政府政策，兼顧經濟與環保效益，對地方
發展有正面幫助。

然而，對於電纜工程周邊住家而言，高壓電纜線卻是一種無
法預測的恐懼，一旦遇到天災人禍發生意外，甚至可能禍延子孫
，台電除了積極與民眾持續溝通，才可望創造雙贏，否則類似僵
局只會繼續上演。

打造9公頃綠地 台糖公園成屏東地標

能源建設溝通配套須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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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菜市场”，一周覆盖
80 座城市

对食材供应商美菜来说，春节期间本该经
营业绩大涨，然而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下，下游
餐饮业年夜饭、堂食取消，经营遭遇了巨大冲
击，并迅速影响到位于上游的美菜。

而另一边，宅家抗疫的居民“一菜难求”，
菜市场关门了，在线抢菜也因供不应求常常扑
空。

供需之间的错位被疫情放大了。作为线下
数字经济的重要入口，支付宝等移动支付的平
台优势与技术优势，成了解开这道难题的一把
钥匙。

1 月底，当美菜调整方向开辟消费者市场
时，第一个想到的合作伙伴就是坐拥12亿用户
的超级流量入口支付宝。疫情爆发后，支付宝

紧急上线防疫服务专区，将信息、购物、医疗
等用户急需的保障服务作了一站式聚合，让供
需最大程度匹配。

2月9日，在支付宝上线小程序后，美菜迅
速在全国范围内打开了局面：上线第 2 天覆盖
全国30多座城市，并迅速扩大到80座城市；上
线首周获得逾80万新用户，复购率高达40%。

“支付宝提供给我们的不止流量，还有一整
套服务，比如为我们的小程序开发提供技术支
持，只用了7天就上线。”美菜负责人说。

突 破 困 局 ， 精 准 触 达 社 区
用户

总部位于武汉的零食品牌良品铺子平时
50%的交易都在湖北，且各地生产的商品会先发
往武汉，再分拨到全国。疫情发生以来，良品
铺子遭遇了双重困境：一方面线下门店的关闭

影响了销售额，另一方面物流受阻。
以支付为起点的全链路数字化经营势在必

行。借助支付宝小程序与天猫商城打通后的
“品牌轻店”，困局得以突破。

支付宝积极为良品铺子小程序导流，率先
面向深圳、郑州、广州 3 座城市的用户推广，
同时对良品铺子线下门店周边小区进行盘点，
利用 LBS （地理位置服务） 精准触达周边居
民，令良品铺子小程序的流量激增，活跃用户7
天环比增长最高近5倍，交易量大幅提升。

通过这次合作，良品铺子意识到数字化经
营转型是未来趋势，并不仅仅用于防疫应急，
更应成为一种长期战略。

化危为机，商家借力数字化
升级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服务

业增加值占 GDP 的 53.9%，对 GDP 增长的贡献
率为59.4%，就业占比约为50%。服务业渐成国
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业内人士称，过去几十年，中国先后经历
了零售业数字化、制造业数字化、城市治理数
字化，下一个阶段将迎来服务业数字化，这也
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中国人民大学劳
动人事学院副教授吴清军看来，未来生活服务
业将形成“大平台+全产业链数字化”的发展模
式，数字经济平台将成为带动生活服务业数字
化升级的核心动力。

近日，商务部表示将推动生活服务业的
数字化建设，支付宝迅速响应，宣布从金融
支付平台升级为数字生活开放平台，用数字
化助推服务业提质扩容。蚂蚁金服首席执行
官胡晓明表示，未来 3 年，支付宝将携手 5
万 服 务 商 帮 4000 万 服 务 业 商 家 完 成 数 字 化
升级。

不仅用于防疫应急，更应成为长期发展方向

数字化助力服务业“提质扩容”
海外网 吴 迪 孟江波

一度声称“现金撑不过3个月”的西贝餐饮，与盒马鲜生“共享员工”的同时还大力拓展外卖业务；重庆品牌“乡

村基”借支付宝小程序拉动外卖业务增长20%；眉州东坡则在淘宝直播上卖起了香肠和腊肉……防疫期间，中国服务业

积极利用数字技术开启新业态、新模式。

线上演唱会、线上K歌、云蹦迪等受到欢迎

“云音乐”也能嗨起来
本报记者 刘 峣

宅家多日，居住在深圳的“90后”白领小周有点坐不住了：攒了许久的歌单已经“长草”，迫切需要到

KTV吼上几嗓子；原本在3月份举行的乐队演唱会因疫情推迟，万人同场摇滚的愿望也落空了。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线下音乐娱乐行业暂陷低迷。面对公众的娱乐需求，音乐行业转战线上求生存，

线上演唱会、线上K歌、云蹦迪等活动陆续上演，为音乐行业开辟一条新路。

想K歌，上“云端”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线下演出行业遭受重创。据中国演出行
业协会抽样调查的不完全统计，今年1月至3月，全国已取消或
延期的演出近 2万场，直接票房损失超过 20亿元。有调查显示，
中国164家音乐公司在第一季度出现困境，近七成公司的账面现
金仅可维持1—3个月。

面对严峻挑战，不少企业选择冲向“云端”。在云端课堂和远
程办公成为常态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宅家一族”的娱乐需求，
云音乐节、云蹦迪等新方式逐渐兴起。

想K歌怎么办？以线上K歌为代表的唱吧，在春节期间推出
了以“线上云K歌”为代表的活动，包括抗击疫情翻唱比赛、游
戏包房、连麦排麦等玩法，将唱吧在线KTV功能打造为用户线上
聚会场景，用户活跃度急剧高涨，甚至一度挤爆了服务器。

据小米电视K歌频道和唱吧联合发布的《2020春节长假小米
电视大屏K歌报告》显示，整个春节长假期间，在线K歌用户量
较之前有了大幅度增加，共有232万“歌神”在线K歌，每天点唱
率较节前提升50.27%。

想看演出怎么办？日前，音乐公司摩登天空联合字节跳
动，在视频平台开启了为期 7 天的“宅草莓”音乐节，并推出

“云蹦迪”活动，每天都有艺人在平台上参与直播，数百万网友
在线观看，与喜欢的乐队和歌手一同歌唱、舞动。随后，滚石

唱片、网易云音乐、腾讯音乐和太合音乐等众多音乐公司也相
继发布不同的音乐直播。其中，网易云音乐推出云村卧室音乐
节，邀请50多组原创音乐人直播演出。

抗疫中的“乐”力量

音乐与直播的融合探索，为过去深耕线下的音乐人开辟了新
的途径，成为一些音乐公司和演出机构尝试自救、挽回损失的方
式之一。

近日，唱吧推出“Live House”，每天联合音乐人与音乐机构打造
线上演出。除演出外，入驻音乐人还可以通过录播等形式获得流量
分成等长期收益。这一频道未来还将逐步试水商业模式，为音乐
人提供歌曲宣发、粉丝互动等服务。

而在防疫期间，音乐也承担起更重要的责任，贡献了抚慰人
心的力量。

不久前，快手联合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了一场名
为“园音”的线上音乐会。在 3 个多小时里，身处世界各地的 9
名音乐家为网友奉上了一场跨时空的接力音乐会。其中，日本音
乐家坂本龙一用刻着“中国武汉制造”的乐器吊钹和用回收医用
橡胶制成的黑色马林巴槌奏出令人感动的音乐。在演奏结束时，
他直视镜头，用中文说道：“大家，加油！”

疫情发生后，共青团中央联合网易音乐人共同发起“抗击疫
情，为城市应援”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用音乐的力量为每一个在

战“疫”中坚守的中国人，送上最崇高的敬意。目前累计收到原
创音乐人投稿4000多首，总播放量超过7000万次。

酷狗音乐上线“近百位音乐人用歌声为武汉加油”原创专题
歌单，用音乐搭建相互理解和互相支持的桥梁。其中，由 17 名
来自武汉的文艺工作者演唱的歌曲《武汉伢》，感动了众多网友。

音乐市场迎来新机遇

新冠肺炎疫情给音乐行业带来严峻挑战，但也带来了新的机
遇。业内人士预计，适用人群广泛、不受空间地域限制的线上娱
乐方式有望成为未来音乐行业的发展趋势，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
已有的娱乐消费方式。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丁茂中认为，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线下
音乐活动严重受阻，这必将使得音乐产业进一步向线上转型，
并催生数字音乐平台之间更为激烈的竞争。因此，今后中国音
乐市场将更加依赖于数字音乐线上模式的创新和发展。

与此同时，目前的线上音乐活动，无论是内容的丰富性还是
运营的持续性仍难以满足公众在防疫期间的爆发式需求。这也要
求音乐行业快速转型升级，用创新夯实产业红利。

值得思考的是，在防疫的特殊时期，线上直播等形式为音乐
行业打开了一扇门，但并不能彻底取代线下娱乐。当疫情结束，
线上观众开始向线下“回流”时，线上音乐还能玩出哪些新花
样？这是音乐平台和音乐创作者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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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聽取縣領導的意見，採取遏制和
減緩冠狀病毒（COVID-19）傳播的措施，將對外關閉其主要及其附屬辦
公室，。關閉將於2020年3月18日（星期三）開始，並將持續直到另行
通知。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 Diane Trautman說："我們正在積極監控和遵循
政府指導的協定，" 民眾和員工的健康和安全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本辦公室員工將繼續通過電子郵件和電話為民眾服務，但提醒居民
，他們可以使用官方網站的線上服務。其中包括，不動產電子申報、法
院電子檔案（縣、民事和遺囑認證）和個人資料記錄。現任公職人員和
候選人財務皆可至線上申報及查閱。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目前正在制定計畫，繼續努力為即將舉行
的選舉提供投票服務。這包括與Harris縣政府、Texas州州眾議員和其他
幾個政府機構進行討論，以使該計畫可行和及時。

"我可以向您保證，我們的辦公室將盡其所能，確保有資格投票的選
民能夠參與選舉”。" Trautman 補充 "一旦計畫準備就緒，將會與民眾分
享。”

鼓勵民眾在社交媒體上關注Harris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或至Har-
risVotes.com以獲取最新資訊。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關閉主要和附屬辦公室
鼓勵民眾使用線上服務

哈裡斯·科恩蒂-哈裡斯縣法官麗娜·伊達爾
戈宣佈對酒吧和餐館實行新的限制,這些限制將
在3月其餘時間繼續生效,以阻止COVID-19的
蔓延。

該縣規定所有酒吧和夜總會將關閉至3月底
。

相關: 大休士頓地區30例冠狀病毒COV-
ID-19

餐廳不再允許提供用餐服務。該縣說,餐館
只能在月底提供接客或送貨服務。

在週一的新聞發佈會上,伊達爾戈指出,儘管
地方和聯邦專家警告人們不要成群結隊地集會,

但參加大型活動的人還是參加了大型活動。
聯邦冠狀病毒特別工作組建議人們將集會

保留在10人以下。

由於COVID-19的社區傳播，近
期有很多沒有健康保險的客人向我們
詢問如何申請健康保險。對於目前沒
有保險的人，有如下幾種方法可以申
請健康保險：
1，18歲以下的孩子，如果家庭收入
低於一定的標準，並且小孩子是公民
或綠卡，可以申請州政府提供兒童的
Medicaid / CHIP。只要收入符合條件
，可以隨時申請。
2，孕婦，如果家庭收入低於一定的標
準，可以申請州政府提供的孕婦的
Medicaid / CHIP。只要收入符合條件
，可以隨時申請。
3，住在哈里斯縣的居民，如果家庭收

入超過一定的標準，可以申請金卡。
只要收入符合條件，可以隨時申請。
注：金卡不是醫療保險，只是一種醫
療補助
4，發生以下幾種個人情況變化（家庭
成員的變化，搬家，失去健康保險，
身份轉換等），可能會符合特殊註冊
期。符合Marketplace的特殊購買期
，可以通過Marketplace申請個人健
康保險。需要在發生重大情況變化的
之前或之後60天申請。
光鹽社在此提醒廣大民眾，醫療健康
保險的主要目的是為投保人無法預測
的醫療服務需求，並且避免財務風險
。而且對於市場而言，如果錯過了市

場開放期（11月1日至12月15日）
，除非您有重大情況的改變，否則無
法通過Marketplace申請健康保險。
健康保險具體情況請諮詢光鹽社。
為了更好的服務有需要的朋友，更方
便您聯絡我們，即日起鹽社增加以下
方便您的聯絡方式：

以下所有的聯絡方式，我們會在
下一個工作日前回复您。歡迎您聯絡
我們。

方法1）接受微信服務報名。請
掃碼填表。我們會在24小時之內回复

您。
方 法 2） 光 鹽 社 手 機 號

832-206-3429可以接收語音和短信
。

方法3）光鹽社電子郵件信箱：
lsahouston@gmail.com

方法 4）光鹽社辦公室電話：
713-988-4724

如果方法2或方法4沒有及時接
聽您的電話。請留下簡單的信息（姓
名，電話號碼以及所需的服務）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海外青年
英語服務營」 自2006年與教育部合作
開辦至今，已逾3萬餘名臺灣偏遠地區
學童受益，甚受海內外各界肯定，
2014年及2016年客家委員會及原住民
族委員會亦加入合辦的行列；今(2020)
年預計招募美加、紐西蘭、澳州、英
國、愛爾蘭、南非及貝里斯等地區546
名青年志工回臺服務，美南地區分配
名額為52名(含客籍7名)，歡迎就讀
11年級以上且於2020年11月30日前
年滿17足歲，但未滿25足歲之海外青
年(以護照所載年齡為準)，並以英語為
母語、能簡單中文溝通、身心健康、
學行良好、能適應團體生活，且具高
度從事志願服務、未曾參加本活動者
報名參加。

活動時間自2020年7月14日至8
月5日止，包括7月14日接機報到、7
月15日至7月20日英語教學訓練課程
、7月21日至7月31日前往國中、國
小從事英語教學志願服務、8月1日至
8月4日北部文化參訪及8月5日離營
賦歸。主辦單位負擔學員在營隊期間
之膳宿及團體交通、行政等費用，另
為每位學員投保新臺幣400萬元意外
險及40萬元醫療險。學員則需自行負
擔新臺幣5,000元、僑居地至臺灣之往
返旅費、醫療保險理賠額度以上之醫
療費用及提前或延後離營之膳宿等費
用；全程參與前3週服務活動及完成心
得感言且無違反主(承)辦單位或服務學
校之各項規定之學員，將由主辦單位
頒發80小時之中英文服務證明。

報名時間自2月1日起至2月29日
止(臺灣時間)，請至海外青年報名系統
https://teenage.ocac.gov.tw

註冊並線上報名，完成後列印並
親簽報名表、營隊規則及規範評核表
、個資使用同意書，並備齊相關文件(
醫療保險影本、出生證明影本、護照
影本及在校學期成績之正是成績單)，
送（寄）至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詳細資訊已公告於僑務委員會網站
(http://www.ocac.gov.tw)
/僑生服務/青年研習/英語服務營，或洽
僑教中心張小姐：713-789-4995分
機 113，電子郵箱：lorrainec@hous-
tonocac.org

歡迎有志參與志工服務的海外青年加入英語教學服務行列

光鹽社協助健康保險申請及聯絡方式

酒吧和餐館實行新限制 3月其餘時間繼續生效以阻止COVID-19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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