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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暴跌 美加油頁岩
美加油頁岩業者大幅減產
（綜合報導）石油價格暴跌,美加油頁
岩業者撐不住了！北美石油生產商和服務
公司正在削減生產，以應對石油價格創下
歷史新低產生的危機.最主要的原因是沙烏
地阿拉伯和俄羅斯之間持續不斷的石油戰
爭以及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導致全球對原
油的需求急速下降。
本月稍早，莫斯科和利雅得按照提議
的生產上限進行了分拆.俄羅斯拒絕沙烏地
主導的石油輸出國組織降產的要求.沙烏地
不甘示弱,也提高了產量，並向市場傾銷石
油，希望油價下跌會對莫斯科造成足夠的
傷害，迫使其遵守當初的約定。
近年來，美國生產商重新定義了全球
石油市場，掀起了頁岩氣大潮，使美國成
為世界領先的生產商。但是，大部分的增
長是靠債務來實現的，而且隨著價格的螺
旋式下降，一些生產商面臨生產危機。
北美生產商現在被迫削減運營以度過
難關，一些生產商還向川普總統和立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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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壓，要求他們介入提供財政援助，並向
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羅斯施加壓力，要求他
們解決爭端減產以提高國際石油市場價格
。
例如，雪佛龍公司（Chevron）週二
宣布，將把二疊紀盆地油田（美國最大的
頁岩地區）的支出減少一半，該油田橫跨
德克薩斯州西部和新墨西哥州東南部。據
彭博社報導，這意味著該公司每天將減產
約 125,000 桶，約佔該地區總產能的 2.5％
。
雪佛龍還表示，將凍結其每年 50 億美
元的股票回購計劃，並將 2020 年的預計資
本支出降低 20％，相當於約 40 億美元。
其他北美生產商也在採取類似步驟。
例如，在加拿大，加拿大最大的油砂經營
者之一森科爾能源公司（Suncor Energy）
表示，它將關閉阿爾伯塔省 Fort Hills 礦山
的兩列火車中的一列，原先生產商每天在
此開採約 194,000 桶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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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救援 半數航空公司破產

WEA LEE'S
GLOBAL NOTES

美南集團董事會主席
Southern News Group Chairman / CEO
美國國際貿易文化交流中心 理事會主席
Chairma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Culture Center
美國休斯敦國際區區長
Chairman of International District Houston Texas

Publisher Southern Daily Wea H. Lee

美南報業 發行人：李蔚華

美國新冠肺炎抗疫日記 The World Has Changed
2020 年 3 月 25 日
今天穿過休城華埠 大道異常平靜 往常車水馬龍
之擁擠已不再 心情頓時有幾分淒涼
市長特納已宣佈休斯敦從今天開始進入緊急狀
態 除了一些特定行業之外 希望居民留在家中不能外
出
川普總統偕同白宮防疫小組組長副總統彭斯在
記者會上重申美國政府將盡全力挽救國家重大危機
國會也通過二千億美元之特別預算 來拯救國家經濟
以防可能之衰退
這是我今天向全體工作夥伴發出之信函
各位同仁暨工作夥伴 大家早安 今天我們決定繼
續在新聞最前線堅守崗位 並且調整各位工作時間以
配合報紙出版及電視网站之播出
市長已宣佈全體市民除了必要之購物之外必須
留在家中 但其中媒體行業例外 我們已制定身份證明
請各位隨身攜帶
值此疫情加劇之時 我們絕不能放棄新聞工作者
之職責和使命 無數讀者及觀眾無時無刻不在企盼更
多更新的訊息 我們希望大家互相扶持和鼓勵 猶如同
一家人 一定會度過難關 迎接明天的曙光。
再次向各位之犧牲奉獻表達由衷之感激

Today, as I drove down the
streets of Houston’ s Chinatow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area, there were very few cars out
bustling around and I suddenly
felt a kind of deep sadness.
Mayor Turner announced
on Tuesday that all Houstonians
need to stay home starting at
midnight, unless necessary and essential trips to markets, doctors,
etc.
Today, I sent out a letter to
all my colleagues and told them
how important it is in this critical
time to stand in the front lines to
report the news so the community can understand the facts in this
rapidly changing situation.
Congress has now already
passed a two trillion dollars emergency fund to help all the citizens
and businesses. This is a great
help for all the American people,
but we need to get people well
and back to work.
We are urging all the people
to stand united in this fight
against this deadly virus.
God bless America.

（綜合報導）新冠疫情導致各國封城、封國
，國際航線幾乎中斷。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
）總幹事亞歷山大·德·朱尼亞克（Alexandre de
Juniac）警告：如果各國政府不伸援手，全球半數
航空公司將破產。
據外媒報導，朱尼亞克呼籲世界各國政府向
航空公司提供超過 2000 億美元的援助，以度過此
次新冠疫情危機。尤其航空公司現金流是最大問
題，大多數航空公司目前營業收入已降至零，但
飛機租金和員工薪資單仍需支出，這意味著航空
公司會迅速耗盡現金流。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布萊恩·皮爾
斯（Brian Pearce）特別指出，歐洲的航空公司面
臨的風險最大。在華爾街分析師眼中，挪威航空
是最危險，挪威航空已經減班 85%，大多數員工
也已經進入無薪假或者被裁員狀態。所幸，挪威
政府已挹注 3 億挪威克朗現金。
而美國航空公司已要求政府提供至少 500 億美
元的援助，以幫助他們渡過危機。該融資計劃可
能包括 250 億美元的員工薪金補助，以及另外 250
億美元的貸款以支付其他固定成本。

印度鎖國3周 貧民憂未病先餓死
（綜合報導）印度升高防疫力道，總理莫迪
宣布 25 日起全國封鎖 3 周，下令非必要政府辦公
室及民間企業商家關閉，13 億人口禁足在家不得
外出，堪稱全球最大規模封鎖行動。但大多數印
度人不出門工作就無收入，貧民擔心還沒得新冠
肺炎就先餓死。
莫迪 24 日晚間發表全國電視演說，宣布從 25
日零時起全國封鎖 21 天，持續至 4 月 14 日。不過
仍維持必要性服務，准許民眾外出採購民生物資
及醫療用品。
莫迪在演說中強調，要是這 21 天沒做好封鎖
，印度的國家發展恐倒退 21 年。他還表示此最新
鎖國令，比 22 日頒布的全民宵禁令更重要。
莫迪同時公布，政府將撥款 1,500 億盧比，強
化醫療保健基礎設施，包括蓋隔離病房，以及採

購呼吸器、病毒檢驗試劑等必要設備。
印度迄至 25 日的確診人數逼近 600 大關，雖
相較中國、義大利、美國等重災國，疫情還算輕
微。但總理莫迪與衛生專家警告，若不採取嚴格
防疫措施，這個全球第 2 大人口國恐面臨感染潮。
印度統計研究院經濟分析部主管史瓦米納桑
（Madhura Swaminathan）指出： 「要求民眾禁
足在家雖是必要之舉，但印度大部分人口不出門
工作就沒有收入，他們沒有賦閒在家的本錢。」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對多數領日
薪的印度底層人口來說，莫迪政府的鎖國令實在
不是理想選項。印度男子庫瑪（Ramesh Kumar）
表示，明知封鎖期間不會有人雇用他，還有染疫
風險，仍要碰運氣一試。他有一家 5 口要養，再過
幾天可能斷糧。

全球摘要 3
星期四

2020年3月26日

Thursday, March 26, 2020

A3

菲律賓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

（綜合報導）菲律賓總統杜特蒂 25 日宣布，為遏止新冠肺炎疫情在菲蔓延，菲律賓進入
為期 3 個月的國家緊急狀態。
在國家緊急狀態下，總統有權動用一切物力財力以應對疫情擴散，包括可徵用建築物作
為臨時醫療場所，徵用交通工具轉運一線醫務人員、患者及其他必要人員，暫停政府部門已
獲得撥款的項目並將資金用於疫情防控，加快防疫物資的採購及運輸，確保一般生活物資供
應、打擊囤積居奇，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補助，向醫務人員提供津貼等。
在此之前，由於疫情擴散，杜特蒂已先後宣布菲律賓全國進入 「公共衛生緊急狀態」 和
「災難 狀態」 。據菲律賓衛生部 25 日發布的數據，截至當地時間當天 16 時，菲國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比 前一日增加 84 例，累計確診病例達 636 例，其中 38 例死亡，26 例治愈。

泰國26日起進入緊急狀態 外國人不得入境
（綜合報導）因新冠肺炎蔓延，外交部指出，泰國依據緊急狀態法，自 3 月 26 日起進入
緊急狀態，至 4 月 30 日結束。並且宣告境管，3 月 26 日起禁止外國人入境。
除了泰國國籍和有效工作證、駐泰外交使領館員眷、短期物資運送從業人員、機師空服
員及其他泰國政府特別許可者，其餘人士均不得入境。泰國全境進入緊急狀態後，泰國政府
將採行各項措施之內容及執行細節，仍以泰國政府正式公告為準。
另外，獲得上述允許入境泰國的外籍旅客在出境機場辦理登機作業時，都必須出示未感
染新冠肺炎的醫院證明（須於出發前 72 小時內由檢驗的醫療院所開具），及必須出具針對
新冠肺炎的醫療給付額度至少 10 萬美元的保險證明，才能取得登機證。入境泰國旅客（含
泰國國籍）必須同意、遵守國際傳染病控制關卡常駐傳染病控制工作人員的預防和控制措施
。外交部呼籲，國人如需諮詢泰國疫情或防疫措施，可以聯繫駐泰國代表處急難救助專線
LINE 或 Telegram 帳號：Taiwan119。國人在泰國境內倘遇急難需要協助，請即撥打我駐泰
國代表處緊急聯絡電話：+（66）-81-666-4006（泰國境內請直撥：081-6664006）；或
請國內親友撥打 「外交部緊急聯絡中心」 電話：0800-085-095，以取得及時協助。

全英居家隔離工地卻照開工？工會政客罵翻

（綜合報導）英國政府祭出全民居家隔離
以防疫，除了少數行業外，全國幾乎陷入停擺
。但新措施上路 2 天以來亂象不斷，地鐵車廂
依舊塞爆人潮，而大家幾乎都沒有戴口罩。
由於營建類工作並未名列在首相強森的停
工範圍內，強森政府面臨的壓力日增，來自工
會、勞工和朝野政治人物認為，應停止不重要

日防相呼籲日本政府說明疫情別再用難懂的外來語
（綜合報導）日本防衛大臣河野太郎 24 日在記者會上，針對日本政府及專家們經常用片假名、外
來語說明新型冠狀病毒、新冠肺炎之事提出質疑。他呼籲厚生勞動省等相關省廳，盡量用淺顯易懂的日
語說明，而非讓人聽得霧煞煞的外來語。
河野以記者會上常聽到的 「Lockdown、Overshoot、Cluster」 等字為例指出， 「以年長者為首的
許多人都說 『聽不懂』 。不是用日語說就可以了嗎？為何要用片假名說明呢？」 。
河野本身的英語能力很強，他在自己的推特上提議說， 「Cluster 用群聚感染、Overshoot 用感染爆
發、Lockdown 用封城難道不行嗎？」 ，結果有超過 23 萬人為此推文按讚。
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也在記者會上表示， 「用英語、法語來說，可能自我感覺良好，但對方不理
解的話，根本沒有用。努力讓民眾理解政策，獲得民眾的協助才是重要的。」

的工地工作，以免病毒散播。
但衛生大臣漢考克昨天聲稱，那些無
法在家工作者，就應該出門上班， 「以維
持國家持續運作」 ， 「只要工人之間保持
2 公尺距離，在工地的工作就可照常進行
上。保守黨前內閣官員史密斯認為，大部分的 就可。大曼徹斯特市的工黨籍市長伯恩翰認為
。」
營建工人都不該出門工作，只要留下緊急需求 ，政府的決定顯然是基於 「經濟理由」 。
但反對者強調，公眾健康應該擺在經濟之

口罩去哪兒？德6百萬片救命口罩在肯亞離奇消失

了。
德國《明鏡周刊》線上版報導，這批 FFP2
口罩是由海關當局訂購，德國的海關與軍
方採購部門，都在協助衛生當局取得需求
（綜合報導）疫情當前，口罩搶手。德國 亞機場不翼而飛，現在德方正努力追查，這批
孔急的防疫裝備。
海關當局訂購的 6 百萬片防疫口罩，居然在肯 要給第一線人員使用的救命口罩，到底上哪去
這批預計 20 日送抵德國的口罩卻始終沒來

，而是在上周末就在肯亞某機場消失無蹤。目
前不清楚，為何這批德國公司製造的口罩會在
肯亞。德國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海關正在釐清
，口罩是被偷、或因一時疏忽才不見。
國防部發言人則說，6 百萬片口罩不見，對
德國沒有任何財務衝擊，因為目前尚未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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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病例突破 2 萬！
西班牙醫療資源短缺，抗疫挑戰多
伊拉 19 日宣布，緊急調用 5 萬名醫護人
員，其中包括退休醫生和應屆醫學畢業
生。
此外，撥款 2 億歐元作為援助。

西班牙廣播電視臺(RTVE)統計顯示
，該國新冠肺炎確診人數上升至 20410 人
，其中 1041 人死亡，1588 人治愈。
由於疫情危機導致 UCI(西班牙語中
指重癥監護病房)病床不足，醫生只能根
據預期壽命選擇優先救治者；而對於資
源短缺的問題，西班牙衛生部長薩爾瓦
多· 伊利亞稱，將有 1500 萬件個人防護裝
備在“必要時刻”分發。與此同時，西
班牙國家警察局長表示，在過去的 24 小
時內，警方逮捕的不遵守安全警告的人
越來越多。

Vasco 新增 13 例死亡病例，共計死亡 53
例，其中包括 Bizkaia 壹名 52 歲的護士，
這是西班牙首例因新冠肺炎死亡的醫護
人員。
最新數據顯示，Vasco 地區共有 1190
人感染，44 人在重癥監護室中，該地區
成為西班牙第三大感染地。
而馬德裏自治區的死亡人數在 24 小
時內增加了 130 人，共計 628 例死亡，已
占西班牙全部死亡患者人數 62.7%。

西班牙新冠肺炎感染者平均年齡65歲
據西班牙衛生部對感染患者和死者
的年齡分析，西班牙衛生部應急與預警
協調中心主任費爾南多· 西蒙提供了壹些
參考數據。西班牙確診患者中有 33%超
過 65 歲，約 5600 人；18%超過 75 歲，約
3000 人。平均確診年齡為 65 歲。
而在死亡病例中，平均死亡年齡為75
歲；50歲以下死亡患者 17人，其中 5 人小
於40歲，這17名死亡患者均為男性，且生
前還患有其他疾病；所有死亡患者中，其
中女性只占死亡患者中的28.4%。
在死亡率上，西班牙與意大利相似，
意大利每100名確診患者中有5.8人死亡。

況，他們不得不平衡技術標準和道德標
準，進入 UCI 的首要標準就是“集體利
益最大化”。因此，對於非新冠病毒患
者，他們只能選擇救治希望更大的患者
，優先進入 UCI 救治。
此外，醫院還會謹慎評估預期壽命
低於 2 年的患者，當面對兩名癥狀相似
的病患，醫院將優先考慮預期壽命更高
的壹位。
西班牙重癥，急救醫學和冠心病學
會(Semicyuc)和西班牙內科醫學會(SEMI)
建議使用 4 類優先分級系統對患者進行
評估。壹級：需要監測和加強治療的不
穩定患者；二級：需要立即監測和治療
的患者；三級：康復可能性較小的患者
；四級：治療基本無效的患者，在現在
的危機情況下，三級和四級患者將無法
在 UCI 接受治療。

cante 和 Castellón 建造 3 所野戰醫院，增設
1100 張病床。
據悉，野戰醫院建築由封閉通道連
接，確保與外部隔離。普伊格表示，盡
管現在瓦倫大區的資源並不缺乏，但仍
需要有所準備，應對預期需求。
此外，瓦倫政府已經與 Valencia 和
Alicante 幾家酒店公司簽署了增加病床數
量的協議。

政府下令壹周內關閉西班牙所有酒店
另壹方面，據西班牙國家官方公報
(BOE)發表的壹項指令，西班牙政府要求
壹周內，即截至 3 月 27 日，關閉所有酒
店以遏制新冠肺炎的傳播。
指令中明確表示，“暫停開放西班牙
領土上所有酒店及短期住宿、野營地、大
篷車公園等類似的旅遊住宿場所”。
西班牙交通部長何塞· 路易斯· 阿巴
瓦倫政府將建 3 所野戰醫院
洛斯 19 日要求酒店將所有遊客送往機場
醫療系統接近崩潰
UCI 病床不足
增設 1100 張病床
，在接下來幾天內，將有成千上萬的遊
衛生部緊急調用 5 萬醫護人員
醫生根據預期壽命選擇優先救治者
19 日，瓦倫大區主席西莫· 普伊格與 客從西班牙機場回到其本籍國。據 Bale西班牙首例醫護人員因新冠肺炎死亡
鑒於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導致西班牙
由於疫情危機，西班牙 UCI 病床面 瓦倫衛生部長安娜· 巴塞洛視頻會議後， ares 政府消息，僅 Mallorca 島就有 2 萬名
據報道，在過去的 24 小時內，País 醫療系統接近崩潰，衛生部長薩爾瓦多· 臨嚴重不足，醫生表示，面對這樣的狀 瓦倫政府決定於 15 天內在 Valencia，Ali- 遊客正在等待回國。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發布報告稱，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
例 7 例，累計死亡病例增至 18 例。聖保羅州當天宣布“封城”，將采取
有力措施防控疫情。
巴西衛生部稱，當天聖保羅州新增 6 例死亡病例。其中，四位患
者為女性，兩人年齡為 89 歲，另兩人分別為 73 歲和 76 歲。兩名患者
為男性，壹名 90 歲，另壹名 49 歲。49 歲的男子患有肺結核病，居住
在聖保羅市北部利馬昂(Limao)地區。他是目前巴西新冠肺炎病逝者中年
齡最小的。
裏約熱內盧州新增 1 例死亡病例，累計死亡病例增至 3 例。患者是
壹名 69 歲的男子，居住在該州彼得羅波利斯市(Petropolis)。他最近從埃
及返回巴西後發病，曾與確診病人接觸。
當天，巴西羅賴馬州報告首例確診病例，至此，新冠肺炎疫情已蔓
延到巴西所有的 26 個州和壹個聯邦區。
巴西衛生部稱，目前，巴西政府正在加快檢測試劑的生產，近日將
分發 1 萬套檢測試劑給各州的檢測機構，三個月內還將再分發 500 萬套
快速檢測試劑，以提高檢測量。
面 對 嚴 峻 疫 情 ， 聖 保 羅 州 政 府 宣 布 “ 封 城 ” ， 從 當 地 時 間 24
日 起 15 天 內 ， 聖 保 羅 州 的 645 個 城 鎮 將 全 面 實 施 “ 隔 離 檢 疫 ” 措
施，所有的餐廳、咖啡廳和酒吧將關閉，醫療機構、公共交通、
倉儲物流、超市快遞等民眾生活不可或缺的服務部門仍保持正常
運作。
據巴西衛生部發布的數據，截至 21 日 17 時，巴西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達到 1128 例，其中，聖保羅州 459 例，裏約熱內盧州 119 例。

意大利兩名憲兵奉調執行抗疫任務

不幸感染病毒殉職
綜合報導 意 大 利 憲 兵 部 隊 在 社 交 媒 體 發 布 訃 告 ， 沈 痛 悼 念 兩
名抗疫憲兵士官因公不幸感染新冠病毒殉職。訃告表示，在短短
的 24 小 時 內 ， 意 大 利 國 家 憲 兵 部 隊 就 痛 失 了 兩 名 士 官 ， 其 中 壹 位
還不到 50 歲。
據報道，在國家憲兵部隊服役的 47 歲士官克勞迪奧· 波佐尼(Claudio Polzoni)奉命前往意大利北部疫情最嚴重的城市貝加莫協助當地警方
執行封城令，期間不幸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於 3 月 19 日晚在當地醫院病
逝。留下了妻子和壹個 10 歲的女兒。
就在波佐尼殉職前的幾個小時，意大利國家憲兵部隊司令部剛
剛宣布了憲兵士官 53 歲的馬雷斯西亞洛· 馬吉(Maresciallo Maggi)病逝
的消息。馬吉奉命赴利古裏亞大區拉斯佩齊亞 (La Spezia)執行任務
，被病毒感染住院幾天後宣告不治。留下了妻子和 22 歲與 16 歲的兩
個孩子。
報道指出，意大利軍隊和國家憲兵部隊在此次抗疫救援中，壹直扮
演著重要角色，很多軍方抗擊疫情的電視畫面震撼了許多意大利民眾，
也讓更多民眾意識到自己應該遵守法令，待在家中。

部分民眾不守禁令外出散步
法官員：非常愚蠢
綜合報導 截至目前，法國累計新冠
肺炎確診人數已破萬。在疫情迅速擴散
的情況下，法國仍有民眾不遵守禁令，
外出散步逛街等。對此，法國總統馬克
龍稱，民眾根本沒有明白政府的意思。
法國內政部部長卡斯塔納批評稱，違反
禁令絕對是錯誤的，其行動和舉止很愚
蠢，尤其是對自己不利。
當地時間 19 日晚，法國衛生總署署
長薩洛蒙在疫情發布會上表示，法國當
天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增至 10995 例，較前
壹 日 新 增 1861 例 。 其 中 死 亡 病 例 增 至
372 例，較前壹日增長 108 例。此外，在
確診病例中，有 1122 例病情嚴重，1300
例已治愈出院。
綜合法新社等媒體報道，截至目前
，法國已對 5 萬人進行了新冠肺炎病毒
測試。薩洛蒙指出，感染人數每四天翻
倍。他重申法國人必須絕對遵守禁令，
如果每個人都減少接觸，就會有許多人
能避免感染。
法國衛生當局稱，很多人受好天氣
的誘惑，不遵守禁令。
報道稱，法國人似乎至今對新冠肺

炎疫情的嚴重性認識不
足。
馬克龍在巴斯德研
究學院視察時稱，仍有
不少法國人不遵守應對
新冠肺炎疫情的禁令。
並表示，他看到還有很
多人繼續去公園或去海
灘，甚至壹起去逛市場
，根本沒有明白政府發
出的信息。
盡管法國政府宣布
17 日午時起實施全境隔離，從理論上限
制人員出行，且配有罰款等規定，但還
是有壹些民眾外出散步。法國內政部部
長卡斯塔納批評稱，違反禁令絕對是錯
誤的，其行動和舉止很愚蠢，尤其是對
自己不利。
在法國尼斯，有些人在市中心的英
倫大道跑步，壹些人在馬賽的國家公園
漫步，還有人壹起在野地采摘。在首批
發現疫情的布列坦尼，不少人或步行，
或騎著車子在海邊觀光散步。盡管在科
西嘉，在旺代，在蔚藍色海岸，海灘已

經關閉，還是有許多人不顧禁令，沿著
海邊十分悠閑地散步。
另外，法國輿論認為，根據目前疫
情的發展局勢判斷，法國隔離十五天的
禁令可能還會延長。
法國實習醫生工會呼籲當局，實施完
全的、絕對的、隔離全體人民的政策。
法國當局規定，法國人在有限的條
件下有權出行，比如采購，在不能遠程
工作的情況下去工作，以及僅限於個人
而非群體的體育鍛煉。出行時，應簽署
壹份網上下載的證明，以備警方檢查。

社交距離引爆孤獨感？疫情之下美國興寵物認領熱潮

綜合報導 為避免新冠肺炎
疫情擴散，包括美國在內，全
球許多國家呼籲民眾不要外出
留在家裏。但隔離引發的孤獨
感，以及可以空出時間照料動
物的緣故，都讓美國的寵物認

養數目大幅攀升。
據美國有線電
視新聞網的統計，
截至目前，美國新
冠肺炎確診人數已
經 超 過 2.3 萬 人 ，
死 亡 病 例 超 過 300
人。
為了緩解疫情擴散，美
國總統特朗普 16 日曾發布了
防疫指南，呼籲民眾確保“社
交距離”，還建議人們避免出
席 10 人以上的集會，避免到酒
吧、餐廳和美食廣場用餐。此

外，許多政府與企業員工也都
采用遠距離上班。
報道指出，要求保持社
交距離固然是為了減緩疫情
擴散可能，但也帶來壹定的
孤獨與疏離感，可能是為了
尋求情感慰藉，美國的寵物
認養大幅增加。比如，當地
時間 21 日，馬裏蘭州蓋瑟斯
堡(Gaithersburg)動物救援所舉
行的領養活動上，3 小時內就
有 30 只動物被認養。
而在加州，州長紐森
(Gavin Newsom)要求居民除非

是購買民生用品和就醫等情
況，非必要別出門，但也允
許大家“帶小孩出門，依常
識行事並拉大社交距離，大
家還是可以遛狗。”
這讓許多壹直想養寵物
卻找不出時間的美國居民有
了動力認養寵物。加州大學
柏克萊分校研究生席爾德
(Kathy Shield)就因此認養壹只
2 歲大的小狗。因為她現在在
家工作，可以幫助她的小夥
伴適應新環境，她也很開心
有了可以說話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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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兩周後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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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武漢兩周後“解封”！
深圳報道）武漢兩周後“解封”！
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 24
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 24
日發佈通告，湖北省除武漢市以外

支持快遞企業
發展空中網絡
發展空中網絡
會議指出，一要加

日發佈通告，湖北省除武漢市以外
地區，將於
3 月 25 日起解除離鄂通
地區，將於
3 月 25 日起解除離鄂通
道管控，武漢市將於
4 月 8 日起解

■ 24 日 ， 武漢市消防救援
餘名隊員穿好防護
■ 24支隊
日 ，70
武漢市消防救援
服
，
分成若干組，
分成若干組
，對武漢火
支隊 70 餘名隊員穿好防護
車站候車室、
車站候車室
、
站台、
站台
、檢票口
服，分成若干組
分成若干組，
，對武漢火
和售票廳等公共場所進行全
車站候車室、
車站候車室
、站台
站台、
、檢票口
方位深度消殺。
方位深度消殺
。
新華社
和售票廳等公共場所進行全
方位深度消殺。
方位深度消殺
。
新華社

道管控，武漢市將於 4 月 8 日起解
除離漢離鄂通道管控措施。喜訊給
滯 除離漢離鄂通道管控措施。喜訊給
留在外的武漢人有了歸家的期
滯留在外的武漢人有了歸家的期
盼，不少人開始着手準備踏上回家
盼，不少人開始着手準備踏上回家
的路。
的路。
是中午11點多看到武漢即將解封的消息，
“我第一時間就馬上在家人群、同學群裡瘋狂
是中午11點多看到武漢即將解封的消息，
地轉發，奔走相告。”滯留深圳已兩個多月的武漢
“我
第一時間就馬上在家人群、同學群裡瘋狂
人李生，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難掩心中

地轉發，奔走相告。”滯留深圳已兩個多月的武漢
的喜悅，“下個月回家還能趕上帶孩子去看櫻
人李生，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難掩心中
花。”
的喜悅，“下個月回家還能趕上帶孩子去看櫻
花。” 深圳生活簡單溫馨

中國

李生一家三口在春節之前前往深圳旅遊，夫
深圳生活簡單溫馨
妻二人卻出現病症，後確診為新冠肺炎。3 月 8
李生一家三口在春節之前前往深圳旅遊，夫
日，新冠肺炎確診患者李生從深圳市羅湖區委黨校
妻二人卻出現病症，後確診為新冠肺炎。3
月8
結束
14 天隔離後，和家人一同住進了梧桐山某公
日，新冠肺炎確診患者李生從深圳市羅湖區委黨校
寓。滯留深圳的日子，簡單而溫馨，李生負責外出
採購食材，偶爾早上
6 時多起床後去附近的梧桐山
結束 14 天隔離後，和家人一同住進了梧桐山某公
綠道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鮮空氣。李太陪孩子上網
寓。滯留深圳的日子，簡單而溫馨，李生負責外出
課、畫畫，閒暇之餘再看看書、網上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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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深圳已開放各類公共場所的情況下，他也極
李生一直對香港文匯報記者強調，他對疫情
少外出，哪怕是帶着孩子到附近廣場上走走，依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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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才連續幾天零新增，就又出現確診病例。”
李生直言，儘管目前國內疫情防控形勢大好，但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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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還是打開的，入境人士即便要隔離和核酸檢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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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列車尚未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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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歸鄉心切，李生卻並未着急回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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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再動身，這次不會再選擇
12 個小時的火車，
護，安全第一。”
首選飛機，越快回去越好。一路上還是會做足防
李生表示，疫情變化無常，就算是再着急，
護，安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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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再忍耐下，再堅持下，居家生活最好。”
回去後一家人也會自我隔離在家，“都熬了這麼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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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以後
願意再忍耐下，再堅持下，居家生活最好。”
的高鐵票，需要等待新的列車時刻表出來後才能確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深圳北站了解到，目前深
定售票日期。深圳目前至武漢的飛機航班數量也僅
圳至武漢的高鐵還未恢復，無法購買 4 月 8 日以後
有 5 班，且均需轉機，最短航程時間都要 8 小時以
的高鐵票，需要等待新的列車時刻表出來後才能確
上。
定售票日期。深圳目前至武漢的飛機航班數量也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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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市以外地區解除離鄂通道管控，離
鄂人員憑湖北健康碼“綠碼”安全有序
◆武漢市以外地區解除離鄂通道管控，離
流動。
鄂人員憑湖北健康碼“綠碼”安全有序
◆恢復辦理湖北省除武漢 17 個鐵路客站外
流動。
的到達和出發業務。
◆恢復辦理湖北省除武漢 17 個鐵路客站外
4月8日零時起
的到達和出發業務。
◆武漢市解除離漢離鄂通道管控措施，有
4月8日零時起
序恢復對外交通，離漢人員憑湖北健康
◆武漢市解除離漢離鄂通道管控措施，有
碼“綠碼”安全有序流動。
序恢復對外交通，離漢人員憑湖北健康
◆武漢市根據疫情風險等級評估情況，推
碼“綠碼”安全有序流動。
動企業分區分級、分類分時、有條件復
工復產。
◆武漢市根據疫情風險等級評估情況，推
動企業分區分級、分類分時、有條件復
來源：新華社
工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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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5 班，且均需轉機，最短航程時間都要 8 小時以
上。

神州經濟
■責任編輯：周文超
經濟

免企業觸發現金流危機

的虛擬銀行，頭炮推出 1 厘活期存息吸客，息率遠高於幾近零息的傳
統銀行。ZA 行政總裁許洛聖 24 日表示，該行選擇現時開業是因為各
方面已準備就緒，形容開業部署未有太受疫情影響，又強調該行不
會打價格戰，而日後活期存息將視乎市場利率等因素而作出調整，
希望盡量維持存息穩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ZA去年試業期間，曾以最高6.8厘的
港元定存年息吸客，不過24日正式

許洛聖 24 日表示，該行推出年息 1
厘活期定存產品，已考慮虛銀營運成
本，認為在平衡利潤率後，屬可持續的
決定。他又指，該行不會打價格戰，反
而希望為市場提供更多選擇，問到日後
會否再推出 6.8 厘高息定存優惠吸客，他
則指需視乎市場情況，日後亦有機會推
出指定優惠。
香港金管局在今年初，曾預告今年首
季將有 3 至 4 間虛銀試業，不過在疫情來
襲下，相信不少虛銀因而推遲了開業的部
署。許洛聖表示，因應該行是全網上經
營，故疫情對該行開業部署影響不大，但
他提到經濟下行反而有機會刺激貸款需
求，不過亦有可能影響信貸質素，因此該
行考慮貸款定價時亦會加入有關風險。

■ 許洛聖指該行推
出年息 1 厘活期定
存產品已考慮虛銀
營運成本。
營運成本
。

問到預計何時虛銀才可達至收支平
衡，許洛聖回應指，該行已制訂五年計
劃，希望期內可做到收支平衡及推出多
樣化產品，包括投資產品及保險產品
等，未來亦會考慮推出針對中小企的服
務。他亦透露，該行 24 日開業後兩小時
整體運作順暢，但不願透露具體開戶數
目等。

貸款30分鐘審批承諾
其他產品方面，ZA 亦有提供稅貸，
年息最低 1.81 厘，且提供 7 天冷靜期及
30 分鐘承諾貸款，該行承諾貸款在交齊
文件後計 30 分鐘完成審批，如每遲 1 分
鐘就會向用戶送上 10 元回贈，上限為
500 元。另外，ZA 目前未有提供現金提
款功能，客戶暫時只可以透過 FPS 轉走
戶口內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宏觀經濟環境影
響，近期全球金融市場都經歷了過
山車式的巨幅波動，國際市場有人
呼籲停市以緩解股市下跌和恐慌。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 24 日表示不
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交易所在市
場動盪期不僅不能停市，反而比以
往任何時候更應該維持市場公平、
有序和高效的運作，因為越是這種
時候，金融市場對於穩定經濟的作
用就越是重要。

李小加：動盪期間不應停市

眾安銀行（ZA Bank）24 日正式開業，成為香港首間推出服務

經濟下行刺激貸款需求

等設施。有序推進以貨運功
能為主的機場建設。

2020年3月25日（星期三）

ZA Bank 開業 50 萬元年收 5000 元

■眾安銀行頭炮推出 1 厘活期存息吸
客。
官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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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華社

港虛銀頭炮推 1 厘活期息

開業，除了部分特選新客做3個月港元定
存年息達4.5厘，一般新客做3個月港元定
存年息只有1.5厘。至於該行最新推出1厘
的港元活期存息，則大大高於傳統銀行近
乎零息，計劃不設門檻，上限50萬元（港
元，下同），若超出限額部分，將以該行
的活期存息0.01厘計算。以在該行存50萬
元活期計，1厘息1年即收息5,000元。而
傳統銀行目前的活期息一般只有 0.001
厘，存50萬元1年只有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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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際航空貨運能力，既
國國際航空貨運能力，既着
力保通保運保供、支撐國
力保通保運保供、支撐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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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親試開戶
驗證問題易撞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香港金管局去年批出
8 個虛銀牌照以來，香港首間虛銀終於面世，記者 24 日
親身試驗在ZA開戶，需進行一系列步驟，包括拍攝身份
證、進行人臉識別及提供住址，開戶指示尚算流暢及簡
單，不過驗證問題則略為簡單。
在ZA應用程式，只需按照指示即可完成開戶，亦成
功在 5 分鐘內完成開戶，而開戶之後已可即時經 FPS 轉
賬、登記 FPS、申請稅貸、做定存等。至於客服方面，
ZA應用程式本身亦有智能客服，同時提供24小時的電話
聯絡客服。
另外，自前年爆出環聯保安漏洞，不少金融機構已
加強驗證門檻，不過記者 24 日致電 ZA 客服熱線，客服
要求回答的驗證問題包括，客戶何時在該行開戶、有幾
多筆貸款等，雖然 ZA 早前已試運，不過由於 24 日天才
是正式開業，加上申請貸款需時，相信開業初期，兩條
驗證問題都相對簡單，而且相當容易“撞中”。

李小加 24 日在網誌中指，首
先，交易所運作的金融市場是很多
上市公司丶市場參與者和投資者獲
取資金的重要渠道，停市會阻礙企
業通過資本市場融資來獲得資金，
影響企業的生死和無數員工的飯
碗。對於配置金融資產的企業或者
散戶來說也是如此，尤其是重倉持
有的投資者，如果不能及時減倉兌
現，可能會引起現金流危機，不能
及時發工資或者還房貸。而且，有
危就有機，金融市場的動盪也為一
些理性的投資者提供了低點配置金
融資產的機會。
其次，金融市場還有價格發現
和風險管理的功能。通過買賣雙方之
間的透明博弈，金融市場可以引導資
金流向最有效益的地方支援經濟發
展，市場參與者可以對沖或套利來管
理波動風險。自由落體式的暴跌固然
令人心驚膽跳，但是停市不僅不能緩
解這種恐慌或下跌，反而會加劇市場
恐慌和積聚風險，待市場重開時只會
迎來更加猛烈的暴跌和恐慌，這一點
在過去幾十年的國際資本市場上已經
得到多次驗證。

交易暫停機制作用明顯

李小加又指，港股儘管沒有熔
斷機制，但並非沒“減震器”和穩
定市場措施，包括期權夜市暫停機
制和期貨漲跌停限價交易機制在內
的“減震器”就適時發揮了作用。
此外，自 2016 年起，港交所的主要
指數成份股和主要衍生產品在白天
交易時段已經陸續採用市場波動調
節機制（VCM），在價格遭遇極端
波動時會自動“跳閘”進入 5 分鐘
的冷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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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邀遺族參加 高雄忠烈祠春祭 縮小規模
（綜合報導）防範新冠肺炎疫情群聚感
染，高雄市兵役處 25 日表示，今年的忠烈祠
春祭國殤典禮將不邀請遺族參加、縮小規模
辦理，另外軍人忠靈祠則取消春祭典禮。
兵役處表示，高雄市軍人忠靈祠燕巢及
鳥松園區春祭典禮參加人數眾多，屬疫情高
風險場所，因此今年取消春祭典禮，但園區
自 3 月 28 日到清明節結束前，均在戶外搭設
帳篷、供桌供民眾祭拜，若要進入塔內請配
戴口罩及量測體溫，額溫超過攝氏 37 度，禁

止進入納骨塔，現場備有消毒酒精供民眾使
用，請民眾體諒、配合。
高雄市政府指出，為加強新冠肺炎的防
疫，鼓勵民眾多利用網路線上祭拜表達對祖
先的緬懷或室外祭拜不要進入納骨塔，並配
合防疫措施。軍人忠靈祠於 4 月 2 日至 5 日從
上午 7 點至下午 5 點延長服務時間，請民眾分
流祭拜，避免集中在 3 月 29 日或 4 月 4 日清明
節當日，減少群聚感染風險。

防疫溫暖力量 饒慶鈴為社工打氣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防疫期間，社工
員要為個案發送防疫物資，不僅工作分量加
重，也要擔心被感染，台東縣長饒慶鈴在社
工日前夕向全縣 446 位社工表達關心及謝意，
也希望這股防疫期的溫暖力量，繼續陪伴所
有受虐個案或家庭。
4 月 2 日是一年一度的社工日，縣府每年
這個時候都會表揚在各福利領域付出奉獻的
社工，今年因防範新冠肺炎衝擊，活動將待
疫情趨緩擇期辦理，饒慶鈴 25 日到社會處，
向全縣 446 位社工表達祝福及關心，並贈送防
疫小禮物。
饒慶鈴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

在疫情爆發 3 個月來，台東縣雖尚未有確診案
例，但仍有近 300 多例居家檢疫或隔離個案，
平常忙於保護弱勢族群的社工們，也一起投
入防疫、送物資等工作，她叮嚀在投入防疫
服務時，也要好自我保護、壓力調適。
社會處社會救助科長楊幸錦表示，防疫
期間社工員要發放酒精等防疫物資，比平常
更加忙碌與辛苦，在個案服務時，確實也會
「心驚驚」 ，害怕受感染。還好台東還沒有
確診的案例，若有居家檢疫或隔離的案例，
也會在第一時間請社工員做好防範措施，而
民眾也都能共體時艱，對社工的服務滿意度
給予高度評價。

文蛤廢殼再利用 防濁水溪揚塵
（綜合報導）水利署第 4 河川局與雲林縣政府環保局共同整
治濁水溪揚塵，利用雲林縣沿海地區廢棄文蛤殼，鋪設約 20 公
頃的濁水溪砂地，不僅成功抑制揚塵，也去化 1400 餘公噸文蛤
殼，25 日雲林縣政府表示未來將持續鋪設，配合水利署的水覆
蓋與綠覆蓋工程，揚塵區將打造成為賞鳥、親水空間。
為改善濁水溪揚塵問題，水利署第 4 河川局、中區水資源局
、水利規畫試驗所、雲林縣政府環保局，在雲林縣麥寮鄉舉辦
「麥寮濁水溪整治工作會議」 ，討論文蛤殼鋪設、出海口攔水壩
、土砂公益用途等問題。
縣環保局表示，去年底配合水利署的濁水溪揚塵改善計畫，
在濁水溪高灘地的水井、抽砂便道、疏濬工程區、土石堆置場周
邊裸露地，共鋪設 20.12 公頃文蛤殼，總重量達 1466.23 公噸，
近日評估防塵成效，發現文蛤殼因比重大，可有效減少揚塵。

導入公司概念 新園青農種繽紛蓮霧 增添賣點
（綜合報導）新園青農鄭欽文曾在幼時發誓
不當農夫，大學畢業後在外闖蕩近 20 年，從事活
動公關、出版業、電子業、網購通路等，繞了一
大圈後還是因孝順而返鄉務農，將經營公司的概
念導入農作，獲頒百大青農，打造小型農改場種
起 「繽紛蓮霧」 。
鄭欽文是第 4 屆百大青農，現年 40 歲，談起
自己的從農之路，他笑說， 「幼稚園時曾發誓絕
不當農夫」 ，因他從小就要幫忙務農，其他小孩
在玩時，他只能認命地下田，所以他告訴自己一
定要擺脫命運，高中時他因體保生身分，如願到
外縣市讀書。
大學畢業後，他留在北部求職，當過活動公
關，也在出版業、電子業、網購通路等擔任主管

，更是業界挖角的重點人物，不過 3 年前為了照
顧年邁雙親，不得不放棄事業返鄉工作，但他還
是不想務農。
他自嘲說，當時求職太不順，每個公司行號
看到他的工作履歷後都說請不起，最後只能回家
種田，索性以創業的心態、將經營公司的概念導
入農作，打造小型農改場栽種多種長短期作物，
讓每個月都有金流。
他種的短期作物有花生、蘿蔔等，長期的有
酪梨、無花果、黃金果、蓮霧等，同時還有大黃
瓜、番茄等溫室作物，當中繽紛蓮霧最令人驚豔
，他嘗試種 10 多個品種共紅、綠、白、黃等 4 色
，在市場有需求時推出彩色禮盒超吸睛。

縣環保局說，雲林沿
海地區文蛤養殖盛行，部
分文蛤會因天氣等因素暴
斃，產生文蛤殼棄置問題
，去年台西地區文蛤大量
暴斃，文蛤殼堆積如山，
引發環境汙染問題，此次
利用文蛤殼減少揚塵，同
時去化上千公噸廢殼，可
說是一舉兩得。
第 4 河川局副局長董
，也已建置 20 餘口水井，綠覆蓋搭配灑水系統，以及抽水井搭
志剛指出，目前濁水溪旁 20 公頃大沙丘已完成治理，綠色植物 配水線等措施，揚塵狀況已較往年改善許多。
覆蓋有效減少揚塵；位於濁水溪麥寮鄉許厝段的 200 公頃大沙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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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本报记者 孙亚慧

三名青年海归的﹃抗疫﹄故事

自发献血 捐赠物资 研发机器人——

让彭肖肖惊喜又感动的是，自己所写的《无偿献血倡议
书》在成都一经发出，许多海归第一时间便迅速加入到献血队
伍中来。他们一个个撸起袖子，无偿献血。这汩汩流淌的鲜红
血液在受疫情影响血库告急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距离成都 1100 多公里之外的武汉，此次“疫情大考”
的主战场，“95 后”姑娘陈汝晴憋在家中 1 个多月没出门。而
通过手机、电脑，她像一座桥梁，联通起了国外物资与武汉

医院。她说，这是自己做“低头族”最有成就感的 1 个月。
同在武汉，武汉大学教授罗斌所在的测绘遥感信息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将机器人“小珈”送进了雷神山医院。在那
里，小珈要送药送饭，做医护人员的得力助手。
彭肖肖、陈汝晴、罗斌都是海归，而青年海归是这次疫情
防控中令人瞩目的一股力量。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这 3 位留
学回国的青年，他们在防疫战场上，书写了一个个动人故事。

“疫情期间医院用血告急，需要
我们出一份力！”
大年初三，战“疫”一线物资告急。彭肖肖
与她的同事们再也坐不住了。当务之急是要筹集
到用于一线的医疗防护物资，联系海外资源、向
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寻求支持。
留英海归彭肖肖目前是成都市政协侨联界别
委员、成都人才发展促进会秘书长。为了更好地
聚合海归防疫力量，她牵头与同是海归的王涛、
刘贝拉迅速发起成立了“成都海归之星志愿者服
务团”。
一传十、十传百，服务团成立 1 天之内就有
50 多名青年海归踊跃报名参与进来。大家分头行
动，发挥各自在海外的资源优势，通过美、英、
日等国的华侨华人组织联系防疫物资，在带头向
四川省华侨公益基金等公益组织捐款的同时，还
组建志愿者服务团核心团队，发动青年海归捐款
14 余万元。
此时，彭肖肖得知了一条坏消息——受新冠
肺炎疫情和春节假期的双重影响，四川省血库告
急。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海归要去献血。之前
我们也组织和参与过无偿献血，大家都非常积
极。疫情期间医院用血告急，需要我们出一份
力！”
彭肖肖迅速起草了一份 《献血倡议书》，组建
海归志愿者献血小组。而这振臂一呼，吸引了不
少在蓉海归参与，有效地缓解了当地血站的临床
紧急输血压力。
同时，在主管部门指导下，彭肖肖还发起
了“蓉漂”党员专家科技志愿者服务团，对接联
系在蓉海归专家及各类人才 1000 余人，通过科
普宣传、协助防疫、物资筹集等方式参与防疫抗
疫。“在向一线医院捐款的同时，我们也非常关
注社区的情况。在社区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志
愿者也身处高危环境，非常辛苦，我们将采买
的 口 罩 等 防 护 用 品 以 及 30 多 吨 的 食 物 ， 都 捐
到了一线社区。”
随着复工复产推进，海归之星志愿者服务团
制作推出了几十期介绍科学复工复产的视频和宣
传手册。与此同时，通过向成都市政府建言献
策，彭肖肖与海归专家发挥智囊团作用，就进一
步解决中小企业复工复产中的问题撰写了相关报
告。“我们已通过成都市政协将报告转成提案，在
人社局、金融局等单位都得到了良好反馈。帮助
中小企业运转起来，发挥海归专家的能力更好助
力防疫与复工复产，我们还能做更多。
”彭肖肖说。

“我们这些‘小朋友’能够挺身
而出，承担责任，为国家出一
份力，外婆很骄傲！”
出 生 于 1995 年 的 陈 汝 晴 是 地 道 的 “ 武 汉
伢”，从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毕业后，她回到武汉，
担任海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海外项目经理。新
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1 个多月的时间里，陈汝晴
足不出户，忙的就是千头万绪的沟通联络工作。
疫情爆发初期，武汉多所医院医疗防护物资
告急，陈汝晴和同事们设法与多方取得联系，寻
找捐赠、对接物资。“需要对接医院、海关、慈善
机构等，最常见的状态是同时回几十个人的微
信，吃饭也在发微信、上厕所也在发微信，联系
海内外的医疗物资。”
回想起最忙的时候，她一整天都低着头处理
手机那边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白天联系国内资
源，到了午夜再与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确认物

医疗机器人“小珈”正式进入雷神山医院后，要承担送药送饭等系列工作。
图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生杨琨 （左） 与护士胡慧在病房前与小珈在一起。
资情况。最紧张的一次，一批从印度运达国内的
手套、消毒液，在海关下班前 5 分钟才最终完成
报关 手 续 。“ 这 批 货 物 原 本 当 天 下 午 要 运 输 出
关，印度海关临时要求需要物资接收医院的纳
税识别号，我们就立刻联系医院，最终顺利赶
在当天发出。”陈汝晴说，“我们都习惯了把电
话一直拿在手里，不管白天黑夜，就怕错漏了
重要信息。”
在联系的物资捐赠方中，中国留学生是其中
重要的一部分，而一批来自英国的留学生捐赠曾
让陈汝晴感动不已。
在这批中国留学生寄来的防护用品中，一个
箱子里装了好几个不同品牌的防护服。迷惑不解
的她后来才知道，是学生们你买几件、我买几
件，一个店一个店地跑，才凑齐了这一箱防护
服。“两三件衣服是一个牌子，再有四五件又是
另一个牌子。在最终从伦敦寄往武汉的这些物资
里，有的从爱丁堡寄到伦敦、有的从布里斯托寄
到伦敦，大家分头行动，再将零散物资打包一起
发过来。每个人的力气很小，聚在一起就凑齐了
这一箱一箱运到武汉的爱与支持。”陈汝晴感动
地说。
“妞，越是艰难越向前。”这是外婆在微信中
写给陈汝晴的话。“妞”，是老人习惯唤她的方
式。陈汝晴告诉记者，自己从小与外婆特别亲，
在得知自己的外孙女每天忙着支援抗击疫情的时
候，老人心中宽慰不已。“我能做这些，外婆非常
开心。之前我在她眼中是孩子，如今面临这样的
困难，我们这些‘小朋友’能够挺身而出，承担
责任，为国家出一份力，外婆很骄傲！”
“妞，‘只要明天还在，我就不会悲哀，冬雪
终会慢慢融化，春雷定将滚滚而来。’”外婆还时
常会给陈汝晴发微信鼓劲，这首汪国真的 《只要
明天还在》，祖孙俩都很喜欢。陈汝晴把微信截了
图，她说，等能出门的那天，她要跑去跟外婆好
好讲讲自己这一个月的战“疫”战绩。

“能为抗‘疫’做出一点实实在
在的贡献，我感到欣慰。”
2 月 27 日下午，由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
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多媒体软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联合研发的首台医疗服务机器人小

珈到达武汉雷神山医院，正式开始上岗工作。
该机器人项目由遥感重点实验室李德仁院士、
张良培教授领导，主要技术负责人罗斌是一位
留法教授，在法国完成硕博学业及博士后研究
后，2010 年回国来到武汉大学，在遥感国家重
点实验室工作。
来自于珞珈山，机器人因此拥有了“小珈”
这个亲切的名字。服务于雷神山的小珈，可以针
对医院环境实现场景建模与定位，自主规划最优
路径前往指定位置，并结合多传感器融合实现动
态探测跟踪。得益于外形平滑的无凹槽设计，小
珈只需酒精喷洒或消毒巾擦拭便可快速完成消
毒。有了小珈的帮助，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
也得到了一定缓解。
罗斌告诉记者，在 2 月下旬得知雷神山医院
有应用医疗机器人的需求后，他与学生们感到了
肩上的责任和压力。“我们一直在家中隔离，不
能直接为抗击疫情出力多少会觉得有点遗憾。因
此能接到这个任务，能为抗‘疫’做出一点实
实在在的贡献，我感到欣慰。”
接到任务时，罗斌的机器人团队成员中只有
博士生赵青仍在武汉，他便承担了不少现场调试
的工作，其他在外地的团队成员迅速开始联网调
试，每天晚上通过线上会议讨论方案。罗斌已毕
业的硕士生陈勇也在武汉，在得知机器人要用于
雷神山医院后，他立刻提出要赶来帮忙，在尽快
推进代码调试的过程中完成了许多辅助性工作。
在团队成员的齐心努力下，不到 1 周时
间，机器人在雷神山医院正式上岗。对于小
珈 的 表 现 ， 罗 斌 谨 慎 地 给出了 60 分。“想要更
好地满足需求，未来要做的还有很多。比如，
如果要在医疗场景内大规模铺开服务性能应
用 ，‘ 病 人 在 几 号 病 床 ’‘ 所 需 物 品 到 底 拿 了
没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继续提高对机器人
逻辑判断的要求。”
接受记者采访时，罗斌刚刚下课。疫情期
间，他已经为自己的研究生上了两节网课。事
先做好 PPT，录制完成讲解视频再分享到学生
群中，之后集中回答学生提问。出乎意料的
是，面对网课这种形式，学生的学习热情高
涨，提问也相当踊跃，这让罗斌既惊喜又欣
慰。面对疫情，屏幕那头的学生身在天南海
北，仍在努力学习，避免学业受到影响，这本
身也算为防疫做出了一份贡献，而这认真的劲
头，深深鼓舞了做老师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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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局關於修訂2020年人口普查操作以確保算上大學生聲明
美國人口普查局也宣布了對特殊操作、
美國人口普查局也宣布了對特殊操作
、幫助項目和早期未回复隨訪的更新
2020 年 3 月 15 日，—美國人口普
查繼續密切監控冠狀病毒 (COVID-19)
狀況的發展，並遵照聯邦、州和地方衛
生部門的指導方針。我們正在調整以下
操作，並遵循兩條重要原則，即保護我
們的員工和公眾的健康，同時要履行憲
法的要求按時將 2020 年人口普查數據
提交至總統。
截至今天，超過 5 百萬人已經通過
在線回答了 2020 年人口普查。目前，
2020 年人口普查數據收集的計劃完成
日期是 2020 年 7 月 31 日，但根據情況
需要，可能對這個完成日期進行調整，
以實現完整和準確的人數統計。
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自行
回答，無論是通過在線、電話或郵件回
答，都不需要與人口普查員見面。
我們正在調整操作，以確保算上大
學生。
通過學校算上住在校內宿舍的大學
生，這是我們團體住所/集體宿舍操作的
一部分，即算上所有住在學校宿舍的學
生。除了大學宿舍、團體住所/集體宿舍
，操作還包括了安養中心/養老院、團體

之家、過渡期宿舍和監獄等地方。
在最近進行的 2020 年人口普查團
體住所/集體宿舍提前聯繫的操作中，我
們聯繫了大學住宿管理人員，獲得了他
們對學生參加 2020 年人口普查普查方
法的見解。
大多數人（約 47%）選擇了 eResponse （ 電 子 回 答 ） 方 法 ， 其 中 約
7% 選擇了紙質目錄，選擇這兩種選項
的人都提供了關於每個學生的人口普查
局目錄信息(電子版或紙質記錄)。但是
，大約 35% 的人選擇上門送達和收集
，即允許學生自行回答個人人口普查問
卷表（或 ICQ）。我們正在聯繫這些學
校，詢問他們是否願意根據目前的狀況
而改變這種選擇。
一般來說，做為這個過程的一部分
， 仍 然 會 算 上 由 于 冠 狀 病 毒 COVID-19 而暫時關閉的大學的學生。即使
他們在 4 月 1 日人口普查日當天在住宅
，也應該按住所標準算上他們，該標準
規定應該在他們大部分時間居住和睡覺
的地方算上他們。我們在請學校聯繫學
生，提醒他們回答人口普查。

根據人口普查局的住所標準，在大多數
情況下，應該在學校算上不在住宅居住
的學生，即使他們由于冠狀病毒 COVID-19 疫情流行而暫時不在校內也應該
在學校算上他們。
我們正在與團體住宿/集體宿舍管理員合
作，以確保我們算上他們的居民。
2020 年人口普查的設計宗旨是提
供多種回答方式。我們鼓勵團體住所/集
體宿舍管理人員選擇能夠算上他們的居
民而且能夠減少面對面接觸的方式。
對於團體住所/集體宿舍的操作，即算上
在安養中心/養老院、大學宿舍、監獄和
其他大型居住機構中居住的人，我們提
供了包括 eResponse（電子回答）、紙
質名單或機構自行普查等各種回答方式
。
我們正在聯繫所有要求面對面訪談
的團體住所/集體宿舍管理人員，請他們
考慮使用 eResponse（電子回答）或者
為他們提供問卷遞送服務並在他們回答
後上門領取，以便盡量減少與我們的普
查人員的面對面的接觸。
我們正在與服務提供商合作，以確

關於2020年人口普查的重要更新
2020 年人口普查行動的應
對措施：人口普查局發表了幾份
有關 2020 年人口普查行動和新
冠 病 毒 COVID-19 的 聲 明 。
（隨附每個公告的翻譯版本。）
人口普查局宣布將暫停外勤
工作兩個星期，直到 2020 年 4
月 1 日。這意味著 3 月份的任何
面對面統計都將被推遲，其中包
括在阿拉斯加州偏遠地區，緬因
州和一些印第安人部落領地的門
到門統計；對無家可歸者的統計
; 和移動問卷調查幫助。人口普
查人員將在 5 月下旬，而不是 5
月中旬開始探訪住戶。現在，家
庭必須在 8 月 14 日之前完成人
口普查。人口普查日仍為 4 月 1
日。
人口普查局宣布將對統計大
學生的運作方式進行修改。
人口普查局申明了其對工作
人員和公眾健康與安全的承諾，

並履行瞭如期向總統交付 2020
年人口普查計數的憲法責任。
回复人口普查從未如此簡單
！當下許多社區處於城市或州範
圍內的關閉狀態時，強烈建議您
使用台式計算機，筆記本電腦，
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在線回复
2020 年人口普查，還可以通過
電話或郵件進行回复。每個人都
可以自己對人口普查做出回复，
而不必與人口普查員見面。 3 月
20 日，所有家庭都收到了人口
普查邀請函。
在此危機中，準確的人口普
查數據至關重要：人口普查結果
用於為醫院和診所的計劃和資金
，緊急情況準備，甚至學校午餐
計劃提供資金。這包括：
需要醫院和診所的地方。
大筆撥款用於醫院和醫療診所的
建設。
為低收入人群提供醫療補助保險

，為 65 歲及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
提供 Medicare B 部分保險。
婦幼保健服務，包括兒童健康保
險計劃（CHIP）。
確定在哪里分發應急物資以及弱
勢群體的居住地。
通過小企業管理局為小企業主提
供幫助。
幫助更正誤區：各種社區和
社交媒體上都流傳著一個騙局，
是關於“內政部”和人口普查有
關的安全警報。這是一個非常古
老的虛假安全警報，在美國沒有
“內政部”。在此處了解更多有
關報告人口普查謠言的信息。
提醒：2020 年人口普查提
供您的語言服務！ 2020 年人口
普查問卷以中文在線發佈在
my2020census.gov 上。人口普
查局已創建了此視頻和《語言幫
助指南》中文版，以幫助您回答
每個問題。

定最佳的工作方法。
我們正在與緊急避難所、過渡性庇
護所、流動廚房和定期流動食品車的服
務提供者合作，以調整算上他們所服務
人口的計劃。
計劃是在 3 月 30 日至 4 月 1 日期間，
在服務提供方所選擇的一天中的某個時
間，對每一位在該日用餐者或入住者進
行訪談。
我們現在正在聯繫服務提供商，以確定
他們是否會在 3 月 30 日至 4 月 1 日之
間開放，以及他們是否能夠提供包括每
個被服務人員或居住在機構人的普查回
答數據紙質目錄。
我們延遲了移動問卷幫助計劃的實行。
作為移動問卷幫助計劃的一部分，
我們計劃在人們自然聚集的活動和地點
為回答 2020 年人口普查提供幫助。
我們現在計劃推遲之前預定於 3 月
30 日開始的在全國范圍內全面提供的
援助工作，將推遲到 4 月 13 日開始。
目前我們推遲了早期未恢復隨訪操作。
在此次操作中，人口普查員開始對
一些大學周圍尚未回答的住戶進行走訪

。通過提早操作，我們能夠在春季學期
結束前統計住校外宿舍的住戶數量，因
為學生們可能會在春季學期結束後搬到
其他地方居住。我們將此項工作從 4
月 9 日推遲到 4 月 23 日。
人口普查局也在對其付費媒體宣傳
、贏得媒體工作和合作關係宣傳方面作
出改變，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情況，同時
繼續促進人們自我回答。對於新冠狀病
毒 COVID-19 如何影響 2020 年人口普
查有任何問題的人，關鍵的信息為：現
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自行回答，
無論是通過在線、電話或者郵件，都不
需要與人口普查員見面。
我們將繼續檢測狀況，並在諮詢公
共衛生局後採取適當措施，並不斷提供
更新信息。
公共信息辦公室 census.gov
301-763-3030 / pio@census.gov
通過社交媒體聯繫我們

決選推遲至7月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將繼續對外關閉，線上提供有限服務
（ 本 報 訊 ） Texas 州 州 長
Greg Abbott 宣布將 5 月 26 日的
政黨決選推遲至 7 月，以應對冠
狀病毒的爆發 （見公告於此）
。選舉已定於 7 月 14 日舉行，提
前投票將於 7 月 6 日至 10 日舉行
。
Harris 縣 行 政 書 記 官 Diane
Trautman 說："我們將繼續與州
務卿合作，隨時向居民通報有關
決選的最新情況。” 同時我們鼓
勵選民多加利用提前投票和郵遞
投票的選項。
如果您已完成選民登記並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即可申請郵遞
選票：在選舉日當天年滿 65 歲
或 65 歲以上; 生病或殘障； 在選
舉日當天以及提前投票期間，您
都不在本縣境內；或是在監服刑

，但具有投票權。申請郵遞選票
的最後一天是選舉前 11 天。選
民可至 www.harrisvotes.com 下
載或致電 713-755-6965 索取申
請表。登記投票的最後一天是 6
月 15 日，請點擊這裡以查看選
民登記資訊。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
將持續對公眾關閉, 直到另行通
知。員工將繼續通過電子郵件和
電話為公眾服務，但提醒居民，
他們可以使用官方網站的線上服
務。以下是提供服務項目的線上
連結：
不動產
縣民事法院
遺囑認證法院
個人資料記錄
訂購文件副本

競選財務電子申報
個人財務電子申報
基於我們的辦公室對外關閉，目
前無法提供以下的服務項目。
申請結婚證
為公司申請不同名稱 (D/B/A)
提交家庭分娩記錄
申請出生證明
父子關係認證
未成年人的委託書
申請酒類許可證
“我們將繼續根據需求，會
在每週重新評估我們的資源和人
員的配置”, Trautman 補充 “民
眾和員工的健康和安全是我們的
首要任務。鼓勵民眾在社交媒體
上關注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辦公
室 ， 或 至 HarrisVotes.com 以 獲
取最新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