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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 RICHARD H. COBB 
ATTORNEYS AT LAW

Office address: 1035 Daily Ashford Rd Suite 315, Houston TX 77079

資深華人法律業務經理洛先生 直線電話：
精通國 粵 英 台山語    歡迎來電洽詢

刑事： 保釋 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
商業： 國際貿易  跨國追索  生意買賣  商業訴訟  地產買賣 
家庭： 離婚 監護 子女撫養費
意外： 車禍 意外傷害 醫生誤診（不成功 不收費）

服務德州46年服務德州46年

281-889-1886(中文)
281-617-0921(ENG)

（綜合報導）國際油價近期崩跌
，美國總統川普樂觀預期，產油大國
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羅斯在未來幾天將
就石油減產達成協議，價格戰可獲得
解決。國際油價一度大漲逾10％。

台北時間2日晚間6時許，布蘭特
原油大漲 10.95%，暫報每桶 27.45 美
元，西德州中質原油 (WTI) 大漲 10%
，每桶達22.34 美元。

川普表示，他已和沙、俄領導人
談過話，他認為價格戰嚴重衝擊石油
工業，希望石油業 「回到原來的狀態
」。

川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丁3月30日通
電話，就當前國際原油市場形勢交換
意見，同意兩國高層能源官員討論全
球油價下挫的問題，兩人並認為目前
石油市場的形勢對雙方都不利。川普

表示，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羅斯正討論
相關問題，如有需要，會在適當的時
候加入。

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石油需求、
主要產油國未達成聯合減產協議等因
素影響，國際原油價格在過去一個月
內腰斬。專家預計，未來全球石油需
求將持續下滑。（（路透社路透社））

價格戰可解決價格戰可解決 油價大漲油價大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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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各位兄弟姐妹之公开信
       过去一个月来，全球遭遇从未有过的新冠疫情的肆虐，全美各大城市超过二亿
国民都要求留在家中,从航空旅游餐饮都在停业状况， 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着生死
存亡之空前时刻。
      美国国会上周通过并由川晋总统签署了CARES 法桉(冠状病毒援助救灾和经济
安全法桉，向全美纳税人及商家提供二万亿元之经济援助。
美国中小企业局已经拨款三千五百亿立即接受申请，其中包括：A薪资保护计划 
(PPP)经济政府支付前八周之员工薪资 B 经济伤害灾难低利率贷款：最高可贷200
至500 万美元 C 你将可获得经济伤害补助金一万元,另外每个纳税人大部分可以分
别得到1200元政府津贴。
       最近几天来 ,我们和SBA 进行了密切沟通交流并且和有关会计事务所义务相助
，已经成立了美南传媒SBA 服务中心，希望为各位提供服务 我们的联繫方式是：
上网:SBA/disaster
会计师: Stephen Yoe 832-452-5757     会计师: Carol Hyman 713-496-3348
中文专线：朱全胜博士281-917-0504
英文专线：Jennifer Lopez 281-726-9888
       各位如果有任
何问题，请上网或
与我们的服务团队
联系，值此艰难时
期，我们唯有同舟
共济，相互扶持,
同时请您时刻关注
自身保持身心健康。

An open letter to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

In the last thirty days the coronavirus 
has attacked our nation as well as the 
entire world and has became the most 
serious disaster since World War II.

More than two hundred million people 
are now staying at home and the 
economic damage to the economy is as 
diverse as airlines, hotels and especially small businesses.

As part of the new relief legislation, the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BA) has set aside $350 billion for a loan program such as Paycheck Protec-
tion Program.

Assistance includes Economic Injury, Disaster Loans, Economic Injury 
Grants and �Pandemic Unemployment Assistance Program.

With the help of the offices of Congressman Al Green and Stephen Yoe, we 
are creating a Community SBA Loan Service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f you have questions or need assistance with the SBA program or tax mat-
ters, please call: 713-496-3348 �or � 832-452-5757

Ask for Carol Hyman or Stephen Yoe.

For the Chinese hotline, �please call 281-917-0504 and ask for Dr Zhu.

We are here to help our community.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time. We are united 
we will prevail.

Take care of yourself -- �especially your health.

United We Will Prevail

美国新冠肺炎抗疫日记 4/2/2020  

相互扶持 同舟共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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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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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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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綜合報導）面對疫情惡化，德國、約旦、新加坡、埃塞俄
比亞、厄瓜多五國元首共同宣布：世界應建立新的全球聯盟，團
結一致，共同應對新冠病毒。他們強調：“現在不是爭奪地緣政
治地盤的時候”!

5位國家元首還共同發表文章表示，這個新的全球聯盟應致
力於實現四個關鍵目標。第一，加快治療方法和疫苗的研發。第
二，應確保快速生產、採購和公平公正地為所有國家分配試劑盒
和關鍵醫療設備。第三，確保未來的治療方法和疫苗公平公正地
分配到世界每個角落，包括分配給難民等弱勢群體。第四，必須
闡明全球協同合作應對危機的巨大好處，聚焦於提供一種最終治
療方法和疫苗，作為典型的"全球公共物資"。

英國金融時報刊登了5國元首：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約旦
國王阿卜杜拉二世，新加坡總統哈莉瑪、埃塞俄比亞總統薩祖德
和厄瓜多加爾塞斯的共同聲明。這份聲明顯示，在新冠疫情之下
，有越來越多國家希望展開國際合作，共同面對危機。而非考慮
地緣政治爭奪。聯合國日前發布警告稱，疫情使得全球不穩定，
全球化遭到破壞，世界有不穩定甚至滑向對抗和戰爭的因子。

5國元首指出，面對跨越國界、種族和信仰的全球性外部威

脅，我們的國家、社會和經濟的運行正在放緩，幾乎停擺。公共
生活實際上已經停擺了。但這些前所未有的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
將難以維持很長時間。

正在應對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的各個國家都在自我封閉，關
閉邊境，實施嚴格的行政措施，這種封閉可能使世界陷入各國自
己顧自己的局面。然而，我們可以通過打破阻礙知識交流和合作
的障礙，更有效地遏制和應對新冠病毒肺炎。

我們歡迎20國集團(G20)領導人承諾竭盡所能解決危機。我
們全力支持聯合國(UN)秘書長的全球人道主義呼籲。但是，沒
有一個全球實體具備為所有有需要的人生產疫苗所需的醫療、經
濟和政治條件。我們堅信，我們必須建立一個真正的全球聯盟，
以調動人類的智慧和團結精神。

在世界衛生組織(WHO)努力的基礎上，我們呼籲世界銀行
(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國際紅十字與新紅月運
動(International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Movement)、全球各
疫苗聯盟、慈善基金會、科學家和私營制藥公司聯合起來。

這個新的全球聯盟應致力於實現四個關鍵目標。第一，我們
必須通過公開透明的科學和增加資金的方式，加快治療方法和疫

苗的研發。第二，我們應確保快速生產、採購和公平公正地為所
有國家分配試劑盒和關鍵醫療設備。第三，迅速擴大生產，並確
保未來的治療方法和疫苗公平公正地分配到世界每個角落，包括
分配給難民等弱勢群體。第四，我們必須闡明全球協同合作應對
危機的巨大好處，聚焦於提供一種最終治療方法和疫苗，作為典
型的"全球公共物資"。

我們知道，要建立和管理這樣一個多利益相關方的聯盟並不
容易。但我們相信，這種努力是值得的。它將激發人們的希望和
更善良的本能。現在不是爭奪地緣政治地盤的時候。

將治療方法和疫苗的研發、生產和分配國際化，不僅將為病
毒本身提供解藥，還將為自疫情爆發以來不斷加深政治斷層提供
解藥。無論一個國家的經濟、能力或者技術多麼先進，它都無法
躲過這場疫情。在病毒面前，我們都是平等的，必須團結一致戰
勝它。我們相信，如果將我們的知識和努力彙集在一起，我們就
能夠而且將被人類的聰明才智所拯救。讓我們團結一致做到這一
點，關照每個人，無論他們是窮人還是富人，老人還是年輕人，
女人還是男人。這會拯救生命。這會激發所有人最好的一面。這
將使明天的世界更美好。

疫情下催生新秩序 5國元首籲建立新全球聯盟

新冠第二波 1個月內震央恐回亞洲

（綜合報導）繼英國衛生大臣中鏢後，以色列衛生
部也淪陷，71歲的衛生部長利兹曼（Yaakov Litzman）與
妻子也在今（2）日宣布確診新冠肺炎，由於他最近幾周
密切和數名以國高官、衛生部官員接觸，預計不少高層
人士都要被隔離，其中也包含以國情報首長柯恩。

綜合以色列《耶路撒冷郵報》（Jerusalem Post）、
《國土報》（Haaretz）報導，防疫甚嚴的以色列也不敵
病毒肆虐，以色列衛生部正式淪陷，高齡71歲的衛生部
長利兹曼及妻子今日確診新冠肺炎。

以色列衛生部辦公室指出，利兹曼身體狀況良好，
他將開始自主隔離，不過仍將在家繼續辦公。

利兹曼過去幾周曾和以國政府數名高官會面，包括

和以色列總理尼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其他政
府官員、衛生部官員等開會，預計一竿子以國高官都要
進行居家隔離，不過由於部分會議是以視訊會議進行，
目前尚不清楚影響範圍有多大，報導指出，確定要隔離
的高官包含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Mossad）首長柯恩
（Yossi Cohen）、國家安全會議主席本沙巴特（Meir
Ben-Shabbat）等人，尼坦雅胡則已被告知最新進度。

以色列疫情居高不下，截至1日，累計有6,092人染
疫，26人喪命。以色列效法韓國的大規模病毒檢測防疫
措施，目前每日可進行約7,000人次檢測。此外，尼坦雅
胡昨日也呼籲民眾，從4月開始在公共場合要配戴口罩
。

以色列71歲衛生部長染新冠！
一竿子高官被隔離

（綜合報導）衛生專家2日說，新冠肺炎疫情震央有不斷轉
移的風險，對公共衛生系統構成挑戰。

據CNBC新聞網2日報導，新加坡國立大學蘇瑞福公共衛生
學院院長張毅穎說，儘管如今美國的新冠肺炎病例超過20萬，
死亡人數突破5,000，目前被視為疫情爆發的震央，可是在1個月
內，這震央可能就會轉移。

他指出，目前還不確定疫情會轉向南亞，非洲或拉丁美洲，

但真正的風險在於，這震央會繼續轉移，甚至
可能轉回東亞。

去年12月中國大陸武漢通報了新冠肺炎首
例，接著疫情蔓延了全球180個國家與地區。雖然到2月為止，
多數病例都在大陸，但隨後震央轉向西方，如今疫情最嚴重的，
就是美國，義大利和西班牙。

而隨著疫情震央轉移，如中國大陸，還有新加坡等國似乎將

出現第二波新冠肺炎感染。大陸已出現愈來愈多境外移入病例，
促使北京關閉邊界。同樣的，新加坡也出現了類似的趨勢。

張毅穎說，大家真的很擔心，目前仍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的
國家將輸出病患，為掀起第二波疫情埋下伏筆。他指出，新冠肺
炎疫情震央會不斷轉移，直到大眾發展出群體免疫力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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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現首例
寵物貓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

綜合報導 比利時衛生部門當天表示，比利時列日市的壹只寵物貓

在主人確診新冠肺炎後，其新冠病毒檢測結果也呈陽性。報道稱，這是

首例已知的貓感染新冠病毒的案例。而此前，世界衛生組織曾公開發布

建議指出，目前沒有證據顯示貓狗等寵物會感染新冠病毒。

報道消息稱，比利時衛生官員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這只被感染的貓在

主人患病壹周後，表現出了包括呼吸困難在內的新冠肺炎感染癥狀，並在接

受新冠病毒檢測後結果呈陽性。史蒂芬·範· 古特(Steven Van Gucht)教授說，

“這只貓腹瀉，不停嘔吐，呼吸困難。研究人員在它的糞便中發現了新冠病

毒。”此外，關於這只貓或其主人狀況的其它信息尚不明確。

範· 古特強調稱，這只貓看起來應該是被主人傳染的。“我們想強

調，這是壹個孤立的案例，”他表示，“動物傳染給人類的風險非常小

。”比利時國家動物保護委員會(CNPA)也表示，“寵物不會傳染病毒，

所以沒有理由拋棄寵物。”同時，該機構還建議寵物主人“不要用鼻子

蹭寵物。”

此前，世界衛生組織曾公開發布建議指出， 沒有證據顯示貓狗等

寵物會感染新冠病毒。

《紐約郵報》稱，這是首例已知的貓感染新冠病毒的案例。此前在

中國香港有兩只狗病在接受毒檢測後呈陽性，其中第壹例是壹只17歲的

博美犬，它在結束隔離回家後死亡。

烏克蘭又有議員確診
“艱難選擇”停止撤僑

綜合報導 據烏通社報道，截至當地時間29日早，烏克蘭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已超360例，死亡9例，治愈5例。烏確診患者數在歐亞地區國

家中排名第三，少於俄羅斯、亞美尼亞。

烏獨立通訊社指出，烏克蘭28日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中包括1名

烏議會議員。此前，烏議會已至少有3位議員確診。

烏確診病例多有境外旅居史。為降低境外“輸入”風險，烏克蘭已

於3月27日起結束撤僑行動，完全關閉邊境，停止所有航空、鐵路、公

路客運。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26日表示，兩周前已呼籲境外的烏克蘭公民盡

快回國，其中大部分已經返烏，約有8萬人。對於關閉邊境這壹“艱難

選擇”，他解釋說，“在仍身處國外的烏克蘭公民和國內的4000多萬烏

克蘭公民間進行選擇，對我們而言是困難的”，國家有責任保障每壹個

公民的安全，烏駐外外交機構將為境外烏克蘭公民提供幫助。

此外，值得註意的是，烏克蘭醫護人員感染人數攀升。這系對部分

感染流感又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漏檢所致，已有18名醫護人員因此而感

染新冠病毒。

烏克蘭衛生部稱，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各醫療機構應配備警察休息

室。根據相關法令，警察須遵照醫生意見將新冠病毒感染者強制送醫院

治療。此前曾出現過確診患者逃離醫院，或不願入院治療的情況。

烏官方發布防疫指南建議民眾疫情期間盡量不使用電梯，除非絕對

必要不要外出，盡量避免人群聚集。29日，烏克蘭各教堂將首次在沒有

信徒的情況下進行網上禮拜活動。

本月13日，烏克蘭出現首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疫情之下，高爾夫、紅酒、槍支
在這些地方成必需品

綜合報導 為努力減緩新冠疫情擴

散，各國政府正決定哪些商店和服務必

須維持營業，以及限制民眾待在家。居

家令和相關指導正影響全球逾20%的人

口。這讓許多人花時間思考壹項存在已

久的問題：到底什麽才是必需品？

報道指出，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大

流行，為全球定義了什麽是“必要的”

，什麽是我們真的不能沒有的，即使我

們可能不需要它們來生存。

在美國的壹些州，高爾夫和槍支被

認為是必不可少的。康涅狄格州州長拉

蒙特(Ned Lamont)將槍支商店列入了必

需產業清單，這使槍支暴力的受害家庭

大為震驚和感到失望。州長發言人萊斯

表示，拉蒙特正試圖不過度幹擾商業活

動或幹涉法律權利。

24日，賓夕法尼亞州州長湯姆· 沃爾

夫允許槍支商店重新開門營業，但前提

是顧客和員工遵守社交距離和其他保護

措施，在有限的時間內進行預約。

在美國，遊說者壹直試圖影響基

本服務清單上的內容，以便他們客戶

的產業可以繼續營業。盡管他們做出

努力，高爾夫在康涅狄格州還是並不

被認為是必需的。但亞利桑那州州長

杜西將高爾夫球場列入了必需產業名

單。鳳凰城的官員鼓勵該市 170 萬居

民“走出去”，在高爾夫球場和公園

鍛煉。

但亞利桑那州其他五個城市的市長

們對此進行了反擊，他們告訴杜西，高

爾夫球場和貸款機構並不適用對必需產

業的定義。

在加州，建築行業的高管和其他壹

些人遊說州政府官員，讓建築行業免受

停工的限制。州衛生官員的回應是，將

所有的建設項目都納入必需產業中。

在新罕布什爾州，州長蘇努努

(Chris Sununu)表示，花店是必需產業之

壹。當被問及原因時，發言人本· 維施塔

特說，花店為殯儀館提供必要的服務。

在印度與美國壹些州，把信息科技

產業列為疫情期間不可或缺的產業。全

球目前依賴網絡的程度愈來愈明顯，許

多民眾被迫在家線上交流、看電影和玩

網絡遊戲。

在受到疫情嚴重打擊的歐洲國家中

，意大利設立最嚴格的規定，只有食品

商店和藥店等能維持營業，並要求制造

業停工。不過，生產醫療用品這類必需

品的工廠，在提升員工的安全保護措施

後可繼續營業。

酒類在許多地方也被歸類為必需品

。英國起先沒有把酒類專賣店加入維持

營業的店家清單，直到有報道稱酒、葡

萄酒及酒精飲料被搶購壹空，政府才迅

速讓這類店家恢復營業。

英國餐廳和餐館已停止提供堂食

服務，但民眾仍能外帶炸魚薯條和其

他餐點。法國此前則宣布，販賣糕餅

、葡萄酒以及奶酪的店家為必需品產

業。

意大利將發放4億歐元食品券
幫助因疫情遭遇困境的民眾
綜合報導 意大利總理孔

特批準投入43億歐元的市政

基金，以幫助和支持受新冠

肺炎影響的企業和個人。意

大利政府還將發放4億歐元的

食品券，幫助因疫情遇到經

濟困難的民眾渡過難關。

報道稱，意大利經濟和財

政部部長古爾捷裏 (Roberto

Gualtieri)表示，孔特28日晚已

批準43億歐元市政基金幫助和

支持受影響的企業和個人。此

外，政府

還將額外

追加4億歐

元救濟專

項撥款，

以維持經濟

有困難民眾

的最基本生

活。

古 爾

捷裏指出，追加的4億歐元專

項撥款將由全國8000多個市

、鎮政府以及社會服務部門

，根據各地經濟水平以及人

口規模進行分配，主要以食

品、購物券等形式向民眾發

放。目前是壹個非常特殊時

期，那些沒有收入的民眾將

以最快的方式拿到補助。

此外，意大利新聞發言

人表示，雖然新增確診及死

亡病例依然處於壹個較高的

數值，但疫情似乎已出現緩

和勢頭。

意大利米蘭大學病毒學

教授普雷格裏亞斯科 (Fab-

rizio Pregliasco)表示，我們正

在見證疫情減緩，成長曲線

還沒走平，但這是壹個好的

征兆。

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

薩(Roberto Speranza)強調，盡

管近幾天的統計數據顯示疫

情趨緩，但未來數天乃至數

周絕對不能放松警惕。他表

示，傳染病學家充分肯定了

意大利管控措施的成效，但

這壹過程需要時間，而且會

很緩慢地壹步壹步到來。

意大利總理孔特則持續向

民眾呼籲，不要因此疫情暫時

放緩而松懈了防疫措施。

新冠病毒會不會通過空氣傳播？
世衛組織詳細回應了

綜合報導 2019冠狀病毒病

（COVID-19）是否會通過空氣

傳播？世衛組織是否基於近日

有關氣溶膠傳播的學術研究，

修改相關防護指南？答案是否

定的。

根據目前的證據，2019冠

狀病毒病主要通過呼吸道飛沫

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當壹個人

與有呼吸道感染癥狀（例如咳嗽

或打噴嚏）的人有近距離接觸

（在1米以內），並因此有機會

接觸到可能具傳染性的飛沫，便

會出現飛沫傳播（飛沫的直徑壹

般為5 - 10微米）。飛沫傳播也

可能會通過接觸被感染者周圍環

境中的物體表面發生。

因此，如果妳在距離2019

冠狀病毒病患者1米以內的地方

吸入病毒，或者在洗手之前先

接觸受汙染的表面，然後再碰

觸自己的眼睛、鼻子或嘴巴，

都可能被感染。

而空氣傳播不同於飛沫傳

播（空氣傳播通常是通過直徑

小於5微米的顆粒傳播）。這些

顆粒來自於較大的飛沫蒸發或

者存在在塵埃粒子上。它們可

能在空中停留較長的壹段時間

，並可以在超過1米以上的距離

範圍傳播。

針對2019冠狀病毒病而言

，在特定環境下和可以產生氣

溶膠的醫療操作過程中，病毒

可能會通過空氣傳播（例如：

氣管插管、支氣管鏡檢查、開

放式吸痰、噴霧治療、插管前

手控通氣、病人俯臥位、呼吸

機脫機、非侵入式正壓通氣、

氣管造口術和心肺復蘇）。在

對中國75465例2019冠狀病毒病

患者的分析中，並未報告通過

空氣傳播的案例。

迄今，有幾篇學術論文探

討了空氣中能否檢出新型冠狀

病毒的問題，旨在提出病毒可

能通過空氣傳播的初步證據。

解讀這些初步研究結果時需要

謹慎。《新英格蘭醫學雜誌》

近日刊登了關於新型冠狀病毒

在環境中能存在多長時間的文

章[1]。研究團隊在實驗室條件

下采用三噴射Collison霧化器和

Goldberg鼓人工產生病毒氣溶膠

，並觀察到氣溶膠能在空氣中

懸浮壹段時間，約3小時。需註

意，Goldberg鼓是壹種高能量設

備，並不符合人類咳嗽時的壹

般情況。而且，即便這種條件

下發現新型冠狀病毒能以氣溶

膠顆粒的形式持續存在3小時，

其條件與產生氣溶膠的臨床操

作環境並不相符，換言之，研

究中的氣溶膠是由實驗室操作

產生的。

基於目前證據，世衛組織

保留原有建議，即對2019冠狀

病毒病患者的醫療照護人員建

議采用防飛沫與接觸隔離措施

，而在進行產生氣溶膠的診療

操作時則建議采取防接觸與空

氣傳播隔離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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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曾在2015年就疾呼各國領袖
制定計畫因應傳染病大流行的微軟創辦人比爾
蓋茲（Bill Gates），31日再次對美國政府公開
喊話，指出美國要打敗新冠病毒，還有3步可
做，包含全美應該統一封鎖、聯邦政府應該進
行更多病毒檢測，以及應該基於科學數據，發
展治療方法及疫苗。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先前就曾公開預言，
全球未來會面臨傳染病大流行。

綜合美媒 「財經內幕」（Business Insider）
、香港東網報導，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比爾蓋
茲 3 月 31 日在《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撰文，對美國政府提出3點計畫。

蓋茲文章開頭就指出， 「美國已經錯失了
領先新冠病毒的機會」，但是機會之窗尚未關
閉，仍舊能做出重要決定，這些選擇關乎著美
國的確診人數何時會趨緩、美國的經濟活動還
需要停擺多久，以及多少美國人還需要埋葬那
些因為新冠肺炎喪命的親人。

蓋茲說，在和各方專家及領導人諮詢後，
美國要抑制疫情，就必須執行3步驟。

第一，全美各地必須統一關閉（shut down
）。他說，部分州及郡仍沒有完全封城，這將
演變成災難，因為病毒能隨著人跨越邊界，他
說美國領導人必須清楚意識到，關閉任何一個
地方就代表所有地方都關閉，一直到全美確診
人數下降，這個過程可能需要花上10周或是更
多，沒有人能夠繼續進行生產活動。在執行這
項措施上一旦有任何猶豫，就會加劇經濟痛苦
，增加病毒重新席捲而來的機率，並且導致更

多人死亡。換句話說，比
爾蓋茲坦言，要抑制疫情
，就必須犧牲經濟。

第二，他建議聯邦政
府加強病毒檢驗，進行更
多檢測，例如學習紐約擴
大每日篩檢量能，或者發
展讓民眾自行取得檢體樣
本的方法。比爾蓋茲指出
，短時間內，病毒檢驗需
求將會超過政府量能，因
此他認為應該確立採檢的
優先順序，第一順位名單
應該是醫護及第一線人員
，其次是出現症狀且有可
能變成重症的人士，以及
周遭接觸人員。

第三，美國應該要根
據科學數據來發展治療方
式及疫苗。他說，在科學
家全力研發治療方式及疫
苗之際，政府同時間可以
協助打擊謠言、阻止恐慌
式囤貨潮。

比爾蓋茲指出，要打
敗新冠病毒，美國絕對需
要疫苗，但是研發出疫苗
只代表贏了半場，要守護全美國人及全世界人
民，美國必須生產數十億劑疫苗，他建議政府
可以從現在開始建造生產疫苗的設備。

比爾蓋茲總結，美國要贏得這場新冠之戰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他仍相信，如果現在
做了正確決定，導入科學、數據以及醫學專家

的經驗，美國仍可拯救生命，並且讓國家恢復
正常運作。

（綜合報導）由於美國海軍 「羅斯福」號（USS Theodore
Roosevelt，CVN-71）航母上有近100名人員新冠肺炎確診，
在指揮官向高層示警下，部份美軍將下船，在關島的旅館隔離
。

據 CNN 新聞網 1 日報導，美國代理海軍部長莫德里
（Thomas Modly）周三說，至今 「羅斯福」號上有93人檢測呈
陽性，意味這超過所有美軍確診總數的10%。一名高級國防部
官員說，海軍預料，隨著更多檢測結果回報，病例數還會增加
。

莫德里說，艦上約4,800人中，已有1,273人接受新冠肺炎
病毒檢測，而海軍仍在等部份檢測結果。他說，約有1,000名
海軍已撤離，在關島上岸。此外，莫德里在五角大廈指出，未
來幾天內，他們預計會讓2,700人下船。

不過，海軍作戰部長吉爾迪（Mike Gilday）說，由於艦上
仍必須執行必要任務，如維持核反應器的運轉等，因此無法讓
所有的人員撤離。他說，約有1,000名海軍必須留守，以執行
任務，比艦長克勞齊上校（Capt. Brett Crozier）原本所提議的
約500名多。

莫德里強調，艦上有軍火，有昂貴的艦載機，還有核子反
應器，需要相當的人員留守，以維護航母安全。

新冠肺炎在 「羅斯福」號上迅速蔓延，上星期五角大廈證
實，有3名海軍檢測呈陽性。可是短短兩天後，就增為25人。
到了3月31日感染人數起碼有70人，而時至4月1日已有近100
人。一名美國國防部發言人透露，美國 「雷根」號（USS
Ronald Reagan，CVN76）航母上也有 「少數人」檢測呈陽性
。

據五角大廈說，到周三為止，共有814名美軍染疫。而高
級海軍官員說，由於關島住宿處有限等因素，所以讓人員下船
的速度比克勞齊所希望的慢。

而據要求匿名的海軍透露，從目前他們住宿的狀況看來，
艦上成員很可能還會有更多人感染。他從3月28日起，就和超
過150名同袍住在由體育館改造的臨時宿舍。他說，部隊裡有
人咳嗽發燒，但說覺得身體還好，後來檢測卻呈陽性。另外還
有人沒有出現任何症狀，結果檢測也呈陽性。

此外，他指出，體育館沒有足夠的空間，以維持適當的社
交距離，而他們也沒有適當的清潔物資，好消毒相關區域。
「就目前的狀況來說，會有更多人感染，」他說， 「這不是會

不會的問題，而是時間早晚問題。」

問題大了 美航母近3000人要下艦隔離

（綜合報導）歐美國家新冠肺炎疫情不斷惡化，英國《金
融時報》分析各地的民調發現，新冠肺炎疫情使大部分民主國
家領袖的支持度平均上升9%。其中確診的英國首相強森的民望
升幅最大，自2020年初至今躍升25個百分點，達29％。而美
國總統川普抗疫表現飽受抨擊，支持率自今年初仍攀升5個百
分點，接近任內最高紀錄。

晨間諮詢公司副總裁卡特萊特表示，領導人在危機期間，
他們的支持率自然會上升。在疫情之下，國際政壇普遍出現

「鞏固領導中心效應」（rally-round-the-flag effect）。川普目
前的支持率上升，這和九一一事件後時任美國總統小布希支持
率飆升有相似之處。川普總統最初沒把新冠病毒當回事，把它
當成季節性流感。2月25日他說： 「新冠病毒在美國控制得很
好」。到3月29日才改口稱： 「若不採取任何措施，美國將有
220萬人死於疫情，但在他的領導下，可以將死亡人數降至10
萬。」

兩周前，英首相強森政府拋出 「群體免疫」（herd immu-

nity）的策略，遭世衛組織和科學家的質疑。被各方批評和疫
情惡化後，他才改弦易轍，實施英國自二戰以來最嚴的 「禁足
令」。天空電視台報導分析， 「鞏固領導中心效應」是推升強
森支持率的重要原因，愛國情緒使民眾視國家領導人為團結象
徵，捐棄偏見，反對黨在重大危機出現時，也會暫時擱置黨派
利益。強森後來確診，也為他贏得一些同情分數。

疫情惡化 川普強森支持率不降反升

經濟得犧牲經濟得犧牲！！比爾蓋茲比爾蓋茲：：
美要贏新冠肺炎美要贏新冠肺炎 還缺還缺33步驟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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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疫情“重災區”大邱再次暴發

集體感染，壹家醫院內超過130人確診。這是除

“新天地教會”感染事件外，目前韓國由單壹感

染導致的最大規模集體感染。

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截至30日零

時，韓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9661個，24小時

內新增78個。盡管連日來新增病例趨勢放緩，但

集體感染持續高發。

中央防疫對策本部本部長鄭銀敬在30日發布

會上稱，目前韓國84.1%的患者屬於聚集性感染。

她介紹，截至30日下午統計，大邱Miju醫院內已

有133人確診，其中6名是醫護人員，確診患者已

轉院治療。

據大邱市介紹，Miju醫院主要從事精神病治療

，共有280多名患者和70多名醫護人員。Miju醫院

所在同壹棟建築內的壹個療養院，也有91人確診

。這意味著，該棟建築內已出現224個確診病例。

大邱市表示，目前具體感染路徑不明確，正

對該地區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將采取措施嚴防進

壹步交叉感染。

大邱是韓國第四大城市，有近250萬人口。2

月中旬，由於大邱“新天地教會”發生集體感染

，導致韓國疫情暴發。截至30日零時，大邱共有

6624個確診病例，集中全國近70%的患者。韓國政

府已將大邱設為“特別災難區”。

東京奧運會為何2021年7月23日開幕？
IOC:三方面考量

綜合報導 國際奧委會、東

京奧組委、日本政府30日聯合宣

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被迫推

遲的 2020 東京奧運會將於 2021

年 7月 23日至8月8日舉行。國

際奧委會隨後在官網發文稱，這

壹決定是基於三方面考量。

本月24日，國際奧委會曾表

示，鑒於全球疫情蔓延，東京第

32屆奧運會需要改期至2020年後

，但不遲於2021年夏天的日期舉

行。盡管巴赫曾壹度表示，東京

奧運會並不局限於夏季舉行，但

早先就有日本媒體報料稱，東京

奧運會將於2021年7月23日開幕

。30日國際奧委會終於“官宣”

這壹日期。

國際奧委會30日在其官網發

布公告稱，經過各方商定，東京

奧運會將在2021年7月23日至8

月 8 日舉行，東京殘奧會將在

2021年8月24日至9月5日舉行。

國際奧委會稱，這壹決定是

基於三方面的考慮。首先是出於

保護運動員和參與者健康以及支

持全球抗擊新型冠狀肺炎疫情的

需要，其次是為保障運動員和國

際奧林匹克運動的利益，最後是

考慮到全球體育賽歷，綜合這方

面的考量，因此做出了延期至

2021年7月23日開幕的決定。

國際奧委會進壹步解釋稱，

新的日期能夠給與衛生機構和國

際奧林匹克大家庭成員最長的時

間來充分抗擊疫情，同時能夠最

大程度減少延期對全球體育賽歷

造成的影響，此外也能夠為奧運

資格賽的舉辦提供充足的時間。

國際奧委會方面還表示，30

日當天各方負責人進行了電話會

議，詳細討論了具體的延期日期

，這壹決定也得到了各國際體育

單項組織和各國家、地區奧委會

的支持。

巴赫說，他要對各國際體

育單項組織等有關方的支持表

示感謝。“我相信在各方的共

同努力下，我們能夠完成這項前

所未有的挑戰，人類正在穿越黑

暗的隧道，奧運之火將在隧道盡

頭點亮！”

35分鐘可精確檢測新冠病毒！
日本研發最新型檢測系統

綜合報導 日本長崎大學日前與佳能旗下子公

司佳能醫療系統共同研發出新型基因檢測系統，只

需35分鐘即可檢測出新冠病毒。

據報道，該系統可在35分鐘內檢測出新冠病毒

，與現行的PCR檢測（4小時）相比，極大縮減了

檢測時間。由於該系統檢測準確度高，自26日起已

投入使用。

進行病毒檢測，首先需要從咽喉和鼻腔裏采取

檢本，再提取其中的病毒基因進行培養，直至擴增

到能夠進行檢測的量。

而新型檢測系統的關鍵在於化學合成的短鏈

DNA“primer”。長崎大學利用檢測寨卡病毒的相

關研究，成功研發出了能夠在短時間內擴增新冠病

毒基因的“primer”。利用它，加上榮研化學公司

開發的基因擴增技術“LAMP法”，就能夠在壹定

溫度下實現基因擴增。之後，使用佳能醫療系統公

司的熒光檢測裝置，來檢測試劑發出的肉眼不可見

光。

新型基因檢測系統與需要調節溫度的PCR法相

比，能更高效地擴增基因，在10分鐘之內從進行過

預處理的檢體中檢測出基因。自基因預處理到判定

是否感染全程約需35分鐘，若能夠簡化預處理過程

，檢測時間有望縮減到20分鐘。

確診人數不斷增加
印度將火車車廂改成隔離病房

綜合報導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

確診人數不斷增加，印度正將部分

火車車廂改造成隔離病房，為病床

供不應求等緊急情況做準備。據報

道，印度國營鐵路部門上周六發布

聲明稱，已將壹節火車車廂改造成

示範隔離病房，壹旦獲得許可，他

們計劃每周在各區鐵路網改造10節

車廂。據其官網顯示，印度鐵路共

有16個分區。 據知情官員透露，

壹節車廂有9個隔間，每個隔間容

納壹人，移除中間的鋪位，並為使

用醫療設備進行電氣化改造。由於

要留出壹間給醫護人員，預計壹節

車廂可收納8名病患。每節車廂裏

有四間廁所，其中的兩間將改造成

浴室。 印度自25日起進入21天全

國封鎖期，總理莫迪下令民眾待在

家中，以遏制疫情傳播。印度鐵路

目前處於閑置狀態。截至29日，印

度累計確診1024例，死亡27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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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陳肇始1日晚上七時出席記者會解釋關閉三個行業14天
的新規例。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上周六“關閉令”放生的卡拉OK，爆發集體

感染事件，香港特區政府1日補漏拾遺，宣佈將卡

拉OK、麻雀館和夜總會納入“關閉令”，1日下

午起停業 14天。1日出現感染個案的美容院（見

另稿）、會址和按摩院則毋須停業。香港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解釋，如規管做得太多，可能

會引來批評。有傳染病專家則批評，現時香港確

診個案持續上升，而美容及按摩服務涉及人與人

之間近距離的接觸，傳播病毒的風險相當高，且

不屬於生活必需，應盡快納入“關閉令”內。

香港K場雀館夜店停業
美容院按摩院會址頭上懸劍

��(���

麻雀館麻雀館、、卡拉卡拉 OKOK、、夜總會需要關閉夜總會需要關閉 1414 天天

香港特區政府1日下午3時刊憲，公佈六類場
所包括卡拉OK、美容院、夜總會、麻雀館、按摩
院及會址，納入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的規管範圍，
即時生效，惟政府下午5時56分發出新聞稿指出，
只是卡拉OK、夜總會和麻雀天九耍樂處所要暫停
營運，並在傍晚6時實施新規例。政府資訊不清
晣，除令部分毋須關閉的場所如美容院因誤會而無
端即時停業外，也因生效時間倉促引起混亂，不少
店舖擔心未能及時關門而誤墮法網。

陳肇始：時間急唔好意思
香港食衛局局長陳肇始對新規例公佈和執行

時間太緊迫表示“唔好意思”，解釋行政會議1日
才召開特別會議商討新規例，時間趕急，之後要準
備新聞稿，政府人員已盡最大努力令規例盡快實
施，所有工作同步進行，在法理基礎方面並無問
題。

對於部分店舖擔心未及時關門會誤墮法網，
陳肇始指新規定推行緊急，明白有關處所亦需要時
間準備，故新例實施初期，執法人員只會採取勸喻
態度處理。

食衛局副秘書長（衛生）陳偉基則解釋，政府
要先刊憲賦予食衛局局長有權力基於公共衛生緊急理
由，發出指示限制處所運作模式、營業時段或要求關
閉處所，食衛局局長其後決定指示3種處所要關閉，
另3類處所則作出規管，因此才有兩次公佈。

政府宣佈傍晚6時起暫時禁止卡拉OK、夜總
會和麻雀天九耍樂處所營運，為期14天，但按摩
院、美容院及會址則暫毋須關閉，有關處所內人士
要在可行情況下一直戴口罩，進入前量體溫及提供
消毒潔手液。

按摩院：不關門也無生意
美容業總會創會主席葉世雄指政府下午刊憲

時，不少美容院誤會須即時停運，紛紛取消預約，
形容是“大地震”，批評訊息混亂。他又指業界早
已採取防疫措施，3月初起顧客回升，而旺角一間
美容院有客人1日午3時許到場時被臨時取消預
約，感到突然。

有按摩院則指聽到消息後打算關門，負責人
指近日全無生意，疫情至今已虧蝕10多萬港元，
繼續營業也是蝕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資訊混亂 美容院關錯門
關閉卡拉OK場所，暫停

餐飲處所及會址的卡拉

OK活動

關閉麻將天九耍樂處所，

暫停餐飲處所及會址的麻

將天九活動

關閉夜店或夜總會

身處美容院、會址及按摩

院人士在可行情況下須一

直佩戴口罩

美容院、會址及按摩院須

為進入的人量度體溫

美容院、會址及按摩院需

提供消毒潔手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府
1日公佈的“加辣版”關閉令，未涵蓋美容院，
但1日就新增1宗美容院職員的感染個案。患者
是一間尖沙咀Reenex美容院的美容師，她雖然
不經常接觸客人，但上月25日一名後來確診的
客人指定由她提供面部療程服務。美容師工作
時雖然有戴口罩，但客人卻沒有，不排除因此
感染。Reenex 1日決定即時關閉尖沙咀兩間分
店，徹底消毒及清潔，兩店員工即日起隔離14
天。

香港衛生防護中心表示，該名確診的美容
師（第七百五十六宗個案），早前曾為第五百
六十四宗確診者進行面部美容療程。中心傳染
病處主任張竹君強調，美容療程需要近距離接

觸，屬高風險活動。對於政府的關閉令不包括
美容院，張竹君迴避說，政府新增防疫措施的
考量，需由食物及衛生局交代。

她又說，該中心早前向第五百六十四宗患
者查詢接觸史，惟對方並未提及曾光顧Re-
enex，事後才記起，以致美容師較遲確診。

兩分店員工隔離
1日晚Reenex美容院確認有顧客及職員染

疫，指這名客戶曾於本月 25 日到尖沙咀 i
SQUARE 22樓的分店進行療程，當時為其服務
的員工檢測結果亦呈陽性，決定即時關閉該分
店及北京道27樓分店，兩分店員工即日起隔離
14天。

染疫客美面 美容師感染

■美容療程需要近距離接觸，
屬高風險活動。 資料圖片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1日晚召開記者會宣佈，行政
會議1日晨召開特別會議，通過限制更多處所的運作

模式，她指示卡拉OK、麻雀館和夜總會關閉，由1日下午6
時起生效，為期14天（即至4月15日下午5時59分），違
例者最高可被判處罰款5萬港元及監禁6個月。同時，身處
美容院、會址及按摩院人士在可行情況下須一直佩戴口罩，
進內時要量度體溫和配備消毒搓手液。

需戴罩測溫搓手
被問及為何美容院等場所無需停業，陳肇始解釋，考慮

到卡拉OK及麻雀館活動有較多交流機會，傳播病毒的風險
較高，需即時關閉；至於美容院、會址及按摩院亦有一定風
險，故今次也加強規管。政府會密切留意疫情的發展，如果
情況有變，不排除會以暫時禁止營運等措施應對。

被問到在卡拉OK發生集體感染事件後才關閉卡拉OK
是否補鑊時，陳肇始說，一直有密切留意卡拉OK的情況，
最近當發現群組感染後已迅速應變，但“如果規管做得太
多，可能會引來批評。”

新措施即日生效，使全港卡拉OK、麻雀館及夜總會措
手不及，匆匆落閘。香港文匯報記者1日下午到旺角多間卡
拉OK巡察，升降機甫開門，職員已大聲說：“我哋（店
舖）唔開！”記者上前了解情況，該職員說：“閂咗啦，我
哋（店舖）唔開呀！”

咪霸雀友轉戰家中
K歌K到尾場的曾先生表示，困在家中抗疫很苦悶，

“好彩仲唱到最後一次”。他表示，不擔心卡拉OK有播毒
風險，之後會在住所唱K。

麻雀館顧客林先生被“趕客”後表示，“賭癮發作起
嚟，幾危險都要嚟打牌。”又說麻雀館關閉期間會到朋友家
繼續攻打“四方城”。

Neway發言人表示，關閉14天或造成數以千萬元計的
生意損失，但強調防疫行先，會配合政府措施。也有麻雀
館從業員批評，措施過於倉促，全行數以萬計的員工一下
子無工開，部分人要放無薪假，收入大減，希望抗疫基金
提供支援。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認為，確診個案持續上升，政府理應採取更嚴厲的措施
應對，美容及按摩服務涉及人與人之間近距離的接觸，顧客
與職員有身體接觸，有時更不方便戴口罩，容易出現飛沫傳
播，就算戴上口罩也未必一定有效阻隔病毒，“況且美容及
按摩亦非生活所必需，關閉對市民影響不大，唔明政府點解
唔盡快納入停業範圍。”

最新規定

1.

2.

3.

4.

5.

6.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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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發言人指抗疫物資的認證標準差異外交部發言人指抗疫物資的認證標準差異
不應成為合作的障礙不應成為合作的障礙。。圖為波蘭的機場工人圖為波蘭的機場工人
正卸載來自中國的抗疫物資正卸載來自中國的抗疫物資。。 新華社新華社

■■監管措施將視疫情發監管措施將視疫情發
展情況動態調整展情況動態調整。。圖為圖為
河北工人正在生產醫用河北工人正在生產醫用
口罩口罩。。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國商務部網站及

中新社消息，商務部、海關總署、國家藥品

監督管理局3月31日聯合發佈關於有序開

展醫療物資出口的公告。公告指出，在疫情防控特殊時期，為有效支持全球抗擊疫

情，保證產品質量安全、規範出口秩序，自1日起，出口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試劑、醫

用口罩、醫用防護服、呼吸機、紅外體溫計的企業向海關報關時，須提供書面或電

子聲明，承諾出口產品已取得中國醫療器械產品註冊證書，符合進口國（地區）的

質量標準要求，海關憑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准的醫療器械產品註冊證書驗放。上述

醫療物資出口質量監管措施將視疫情發展情況動態調整。

公告並強調，有關醫療物資出口企業要確保產
品質量安全、符合相關標準要求，積極支持

國際社會共同抗擊疫情。

“抗疫品認證差異不應礙合作”
同日下午，國家藥監局藥品監管司召開了

2020年藥品上市後監管工作重點任務部署視頻會
議。會議強調，要妥善做好出口藥品質量監管，
嚴格規範藥品出口證明管理，對不符合出證條件
和要求、未遵守我國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等情
形，堅決依法撤銷其藥品出口證明；要繼續加強
藥品生產監管，切實保證出口藥品質量符合要
求；要加強與市場監管、海關、公安等部門協
同，嚴厲打擊違法違規行為。

針對有報道稱美國拒絕中國KN95口罩進入
美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1日在例行記者
會上表示，不同國家和地區對抗疫產品的認證標

準差異等具體問題，不應成為抗疫物資合作的障
礙。

有記者提問，據報道，KN95口罩是N95口
罩的中國替代品，但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
（FDA）拒絕允許其進入美國。中方能否證實，
對此有何評論？

“我看到了有關報道，具體情況我不了解。
如果報道屬實，我也不清楚美方出於什麼考慮作
此決定。”華春瑩回應稱，“我能說的是，當前
疫情形勢下，口罩是各國急需物資，中國國內的
需求量也很大。中方企業正在開足馬力、加班加
點、夜以繼日地生產，在滿足國內需求的同時，
盡量為各國防控疫情提供保障。”

“的確，抗疫物資供應還涉及不同國家和
地區對產品的認證標準差異等具體問題。但這
些問題不應成為抗疫物資合作的障礙。”華春
瑩說。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周琳及深圳衛視報
道，中國國家衛健委1日起首次按日公佈新冠病
毒無症狀感染者數據。3月31日當天，中國報告
新增無症狀感染者130例，在醫學觀察無症狀感
染者有1,367例，其中湖北982例，佔通報總數
的七成之多。

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中國工程院
院士鍾南山1日接受訪問時指出，無症狀患者有
明確的傳染性，這已經得到了證實。但是否有很
高的傳染性，現在沒有證據來說明。在談及中國
會否有第二波疫情高峰時，他表示，我們有強有
力的監測系統，一旦發現立即隔離，第一時間切

斷傳播鏈。因此，不會出現像第一波那樣的疫情
爆發。

無症狀感染者的話題近日持續受到外界關
注。中國多省出現無症狀感染者輸入病例，其中
甘肅蘭州、廣東深圳、佛山等地的新增病例均來
自湖北輸入的無症狀感染者。從1日起，國家衛
健委在每日疫情通報中公佈無症狀感染者的報
告、轉歸和管理情況，及時回應社會關切。

國家衛健委公佈的信息顯示，當前尚在醫學
觀察無症狀感染者1,367例，比前一日減少174
例。截至發稿時，已有湖北、遼寧、江西、貴
州、重慶、湖南、雲南、陝西等地通報了省內無

症狀感染者相關情況，其中絕大部分通報為現有
無症狀感染者數量，並未發佈累計報告無症狀患
者數量。

鄂前日新例為境外輸入
據湖北省衛健委通報，3月31日，湖北全

省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例，為武漢市境外輸
入病例，該16歲患者為英國留學生，上月21日
從英國經北京轉高鐵回武漢，隨即安排在隔離
點隔離觀察。28日，患者核酸檢測結果陽性，
遂轉入蔡甸區人民醫院婦幼院區進一步檢查，
同日轉至市肺科醫院，並以無症狀感染者上

報。3月31日，結合患者臨床症狀、實驗室檢
測和影像學檢查結果等，訂正為確診病例，臨
床分型為普通型。

廣東省方面，3月31日當天新增無症狀感染
者1例，為深圳報告湖北輸入。尚在醫學觀察無症
狀感染者50例，其中境外輸入38例。

未確定無症狀患者發生率
北京地壇醫院感染中心主任張福傑日前表

示，當前對無症狀患者發生率仍不能確定，只有
通過大量深入的人群調查研究才可以獲得比較準
確的結論。

鍾南山：無症狀者具高傳染性暫無證據

中國醫療物資出口 須滿足兩要求
有國內產品註冊證書 符進口地區質標 監管措施視疫情動態調整

��(��� ■■中國出口醫療物資須先中國出口醫療物資須先““過兩關過兩關”。”。圖為馬圖為馬
爾代夫的工人在搬運抗疫物資爾代夫的工人在搬運抗疫物資。。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人民日報報道，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近日在浙江考察時強調，要全面貫徹黨中央各項決
策部署，做好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
會發展工作，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新發
展理念，精準落實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各項舉措，
奮力實現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努力成為新
時代全面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
窗口。習近平在杭州城市大腦運營指揮中心考察調
研時說，“現在防控還不能夠麻痹，還是不要進行
過多的聚集活動。大家想看電影，就看網上的吧！
還有球賽這些大型聚集活動，特別是在室內，還要
控制。再有就是餐飲，掌握人數。今天我到西溪濕
地去了，那裡是預約。預約旅遊，現在一律要求在
定額的30%，我覺得這些還都是需要的，這也是一
個國家治理水平的表現。該管起來就能夠迅速地管
起來，該放開又能夠有序地放開，收放自如，進退
裕如，這是一種能力。”

陽春三月，之江大地繁花似錦、草木葱蘢。3
月29日至4月1日，習近平在浙江省委書記車俊和
省長袁家軍陪同下，先後來到寧波、湖州、杭州等
地，深入港口、企業、農村、生態濕地等，就統籌
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進行調
研。

抓緊防控 落實到復工復產
4月1日上午，習近平聽取了浙江省委和省政

府工作匯報，對浙江各項工作予以肯定。習近平強
調，經過一段時間艱苦努力，我國疫情防控形勢持
續向好，境內本輪疫情流行高峰已經過去，但境外
疫情正在加劇蔓延，我國面臨境外疫情輸入風險大
幅增加。必須牢牢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防控
疫情要強調再強調、堅持再堅持，始終保持警惕、
嚴密防範，尤其要加大對無症狀感染者管理工作力
度，繼續抓緊抓實抓細各項防控工作，精準落實到
復工復產和社會生活各方面。要把嚴防境外疫情輸

入作為當前乃至較長一段時間疫情防控的重中之
重，增強防控措施的針對性和實效性，築起應對境
外疫情輸入風險的堅固防線，不能出現任何漏洞。

克服危即是機 加快科技發展
習近平指出，危和機總是同生並存的，克服了

危即是機。隨着境外疫情加速擴散蔓延，國際經貿
活動受到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發展面臨新的挑戰，
同時也給我國加快科技發展、推動產業優化升級帶
來新的機遇。要深入分析，全面權衡，準確識變、
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善於從眼前的危機、眼前的
困難中捕捉和創造機遇。要在嚴格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前提下，有力有序推動復工復產提速擴面，積
極破解復工復產中的難點、堵點，推動全產業鏈聯
動復工。要加強對國際經濟形勢的研判分析，及時
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舉措，保持國際供應鏈暢通，
保障各類經貿活動正常開展。要推出招引人才、促
進創新的實招硬招，不斷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要抓住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賦予的機遇，加快
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抓緊佈
局數字經濟、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
業、未來產業，大力推進科技創新，着力壯大新增
長點、形成發展新動能。要深入推進重要領域和關
鍵環節改革，加大改革力度，完善改革舉措，加快
取得更多實質性、突破性、系統性成果，為全國改
革探索路子、貢獻經驗。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
習近平強調，要立足當前、着眼長遠，加強戰

略謀劃和前瞻佈局，堅持平戰結合，完善重大疫情
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推動
工作力量向一線下沉。要深入開展愛國衛生運動，
推進城鄉環境整治，完善公共衛生設施，提倡文明
健康、綠色環保的生活方式。

丁薛祥、劉鶴、何立峰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
志陪同考察。

習近平：國家治理要收放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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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環球環球工地復工 封園分區防疫
1.9萬施工人員作業 各標段分設生活隔離觀察三區

供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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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旅遊區中心地

帶，佔地約170公頃的一個大型工地目前

正在緊張施工。北京環球度假區負責人介

紹，今年2月9日起，在嚴格的防疫要求

下，該項目開始陸續復工復產，現在現場

施工人員總數已超過1.9萬人。為了保證

該重點工程順利復工復產，北京環球度假

區主要採取了“園區大封閉，標段小隔

離”的防疫舉措。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

��(���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施工現場採訪看到，這裡多數
建築主體結構已經封頂，工人在進行內部裝修

和設備調試。北京國際度假區有限公司政府事務副總
裁許利平介紹稱，北京環球度假區項目工期緊、投入
大、影響廣泛，任何一點工期損失都將產生不可預估
的影響。僅度假區一期建設就需要超過65萬立方米
混凝土，鋼鐵用量達到5萬噸以上。

觀察區14天無恙方可進生活區
作為北京全市最早一批實現全面復工的重點工

程，北京環球項目正在逐步接近高峰建設期的滿負
荷狀態，對防疫的要求更高。
所謂“園區大封閉”是指整個建設工地與外界

隔離；而“標段小隔離”則是在施工範圍內，再區
分不同的小標段進行相對獨立地作業。
在封閉的項目區內，各標段生活區、隔離區、

觀察區“三區”分設，工人進場先進觀察區，居住觀
察14天身體無異常後方可進入生活區，一旦發現體
溫異常人員，立即進入隔離區，由專人專車運送至指

定醫院診斷治療，全流程閉環管理。
項目管理方稱，工地實行“最小化單元管

理”，即要求以4人至6人為一個單元建立健康檔
案，固定宿舍，且統一行動。這樣，即使發現發熱
人員，也可將隔離人數控制在最小範圍。
此外，工地在大門入口就開始設置消毒室，不

僅進門的人員要統一酒精霧化消毒，進入車輛亦要噴
灑消毒液。而且，工地聯合公安部門，對所有進場人
員進行全面篩查，既查活動軌跡，也查安全隱患。

提前預判到疫情可能對項目建設帶來的風險隱
患，中美合資的北京國際度假區有限公司從1月22
日起就開始全面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園區封閉管
理。大年初六（1月30日）就形成了全套疫情防控
的措施方案。2月9日起，現場復工條件均已具備，
項目開始陸續復工。

料明年開業 面向全球招員工
從環球影城項目工地標號為16A的大門，到進

入一線的施工現場採訪共20分鐘左右的時間裡，香

港文匯報記者被要求進行了三次體溫測量，指標測
量全部正常後方准予“放行”。

北京環球度假區包括北京環球影城主題公園，
北京環球城市大道，以及兩家度假酒店。2013年6
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批准在北京通州建設環球主題
公園項目，這個國際特大型主題公園建成投運後，
將成為北京市城市副中心文旅功能的主要支撐點和
城市地標。項目中的北京環球影城是亞洲第三個、
世界第五個環球影城，預計2021年正式開業。

北京環球度假區方面介紹，已與北京區域及全
國的多所院校達成合作意向，通過校企聯動合作，
增加當地就業崗位，幫助解決大學生就業難題。
目前，北京環球度假區中的員工公寓也在建設

中，可為9,000多名員工提供單獨房間，並配套洗衣
間、咖啡廳、食堂、健身房等設施。北京環球度假
區方面表示，項目一期落成後將在運營階段一共創
造約1.4萬個就業崗位，目前相關招聘已經啟動，將
面向全球招聘，其中歡迎香港具有“兩文三語”優
勢的青年人才入駐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北京環球度假區是北
京建設的國際特大型主題公園，
涉及跨省域的多個上下游供應環
節。目前，北京環球度假區80%
的供應鏈企業已實現復工復產。
隨着湖北省境內逐步解封，北京
環球度假區最後一個等待復產的
國內供應商也開始供貨。

北京國際度假區有限公司副
總裁許利平介紹，為北京環球度
假區項目供應建材、設施設備的
廠家遍佈全國各地，其中北京的
有 93家，天津、河北的有 135
家，還有200餘家來自廣東、山
東、江蘇、浙江等15個省市。疫
情初期，這些企業因各種原因大
多沒有復工復產，項目建設面臨
各種物資緊缺的難題。

政府精確扶持供應鏈復工
在使用囤貨維持生產的同

時，項目公司延伸上下游鏈條管
理，實現全局化運作。“政府方
面對於我們上下游產業鏈的這個
復工復產扶持，是很精確的，是
點對點的。”
許利平透露，度假區方面向

政府提供廠家名錄，北京市防疫復
產組、京津冀協同小組等部門協調
推動相關的供貨廠家盡快復工、全
面復產，優先為北京環球度假區項
目生產供貨。截至3月下旬，已經
有210家京津冀地區的廠家實現了
復產，國內其他省份的200餘廠家
絕大多數也已復工。

■■施工人員排隊進行體溫測量登記施工人員排隊進行體溫測量登記。。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攝攝

■■工地大門口設置消毒室工地大門口設置消毒室，，進門的進門的
人員要統一測溫人員要統一測溫、、酒精霧化消毒酒精霧化消毒，，
車輛要噴灑消毒液車輛要噴灑消毒液。。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攝攝

2020年4月2日（星期四）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魯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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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為回應英國監管機構要求，匯控於1日

愚人節宣佈叫停派息與股份回購。起初，部

分人以為這是“愚人節”的惡搞，惟消息證

實後，香港全城心噏！除一眾“師奶”於街

市訴苦外，各大討論區也有股民哭股喪，

“以為自己買咗利豐”。匯控 1 日大跌

9.5%，收報39.95元（港元，下同），市值

蒸發867億元。香港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

張華峰表示，匯控已宣佈了派息，現時叫

停，擔心有人作內幕交易，對小股東不公

平，促請證監跟進。

匯控停派息 港全城心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

媚）在英國監管機構要求下，匯
控和渣打1日齊齊叫停派息及回購
計劃，以保留資本應對當前經濟
衰退及金融市場波動的挑戰。匯
控管理層表明，該行目前無股本
性集資計劃，料暫停派息可令普
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CET1）提
升100點子，意味着可增加約90
億美元資本。

匯控目前無集資計劃
就算2008年金融海嘯時匯控

都維持派息，是次叫停派末期息
是公司上市以來首次。該行1日發
聲明，將取消原於4月14日派發
末期息0.21美元，同時預告今年
將不派息及不回購，以應對疫情
對經濟造成衝擊，強調該行雖然
擁有龐大資本及充裕流動性等，
只是目前局勢極不明朗，難以評
估疫情的持續性及影響，對受影
響股東表示遺憾。

對於市場關注匯控明年會否
增派息作補償，財務總監邵偉信
回應指，不能夠承諾未來會補回
暫停派發的股息，將於年內稍後
時間才決定派息政策，會在可行
情況下盡快派息。主席杜嘉祺補
充，該行是應英國審慎監管局要
求叫停派息，形容是一個艱難的
決定。

英國審慎監管局發聲明指，
已要求英國銀行今年不要向高級
管理層派花紅。匯控行政總裁祈
耀年表示，需要進一步了解疫情
對經濟及集團的影響後，再於年
底作出決定。被問及如何說服股

東繼續持股，祈耀年強調該行資產負債表仍
強勁，首季業務表現強靭，有信心待疫情受
控後有能力恢復派息，相信對股東會有引吸
力。

渣打亦暫停派末期息
渣打亦表示，由於疫情擴散為世界帶來

前所未有的挑戰，因此決定撤回派末期息每
股0.2美元並暫停回購計劃。該行在2月底時
曾表示，短期內擬回購最多5億美元股份。

匯控1日市失守40元大關，收報39.95
元（港元，下同），跌9.51%，倫敦股價早
段曾瀉逾一成，低見408.4便士（折合約
39.13元）；而渣打1日挫7.64%，收報39.9
元。

匯
控
：
疫
後
有
能
力
恢
復
派
息

匯控叫停派2019年的末期息及取消今年的一年股
息，按以往的派息水平計算，一手股份（400

股）少收約2,246元，1日股價又大跌近一成，賬面
又少了1,680元，小股東可謂雙重損失。故此，1日
消息證實後，即刻令全城股民心噏，大小投資者先是
詫異、不願相信，繼而憤怒、失望，然後又無奈接受
現實。有人在討論區以“明明匯豐轉眼變成利豐”為
題開帖，慨嘆“以為自己買咗利豐”，隨即引來很多
股民跟帖。

“明明匯豐轉眼變成利豐”
“明明匯豐轉眼變成利豐”是改編自2006年本

地女歌手鄭融的大熱金曲《紅綠燈》，副歌的其中一
句“明明綠燈轉眼變成紅燈”，歌詞的原意指愛意與
情感轉眼流逝。匯豐是不少港人的愛股，不少人將其
當作“傳家之寶”，正是因為它穩健的經營作風及持
續的派息政策，過去更有“聖誕鐘買匯豐”、“買咗
鎖入夾萬”之說。故此，匯控今次叫停派息，牽動了
許多股民對匯控的複雜心情。
有“股壇小辣椒”之稱的獨立股評人胡孟青1日早

在電台主持開市節目時，就以“愚人節啊！係咪呃人
㗎？係咪講笑喳？聽日會冇事㗎啦？”作開場，她表
示，匯控不派息“有如老公唔畀家用，但老婆仍然會好
愛他。有人鍾愛匯控的程度，不是常人能理解”，暗示

匯控此舉就算會傷害其與一眾小股東的關係，但仍有小
股東對其不離不棄，患難見真情。

雖然討論區上網民一片愁雲慘霧，但長情股東的睇
法似乎不同。匯控長情股東曾淵滄昨表示，“此情繼
續，一股都無沽，繼續揸”，認為現時不是沽貨的時
候，因取消派息的消息一出，股價受壓，等於最壞的消
息已出。他反認為有意吸納匯控的投資者，現在是入市
時候，“股東宜揸匯控直至新冠肺炎疫情過後重新派
息，才是最好的結果。”

曾淵滄指，以匯控現時的財務狀況，並非不能或不
想派息，而是應英國監管當局的要求而停派。他預期當
監管要求撤銷後，匯控仍有能力派息。事實上，以匯控
去年底一級資本比率逾17%（普通股一級資本比率逾
14%），較2008年不足9%高出1倍來看，從資本穩健
的角度考慮，匯控目前不存在停派股息的壓力。
2018年3月時曾看好匯控股價3年升上150元的紀

惠集團行政總裁湯文亮，1日大感失望，“害到我這個
捧場客雞毛鴨血，最慘又畀人鬧，又畀人笑”。他表
示，去年中已賣走了100萬股匯控，以個人名義買入
一個7,000萬元單位，現時僅持有少量匯控股份，但始

終有多少耿耿於懷。

憂有人獲消息內幕交易
張華峰1日指，接獲投資者投訴，不滿匯控取消

派息及宣佈直至年底前都不會派息及回購股份。他認
為，若公司疫情下預留資金屬無可厚非，但匯控已宣
佈派息，現時又暫停派息，做法對小股東不利，擔心
有人以消息作內幕交易，或會引起訴訟，他希望證監
會正視問題，為投資者跟進事件，並敦促匯控重新考
慮暫停派息的決定。他指，之前有類似事件，是因為
違反交易所條例而取消派息，但匯控今次的情況罕
見。

港交所：派息與否無要求
金管局發言人1日回應，留意到部分海外監管機構

要求銀行暫停派息及股份回購，但香港銀行體系資本水
平充裕，相信有能力繼續提供穩定信貸支持香港經濟，
因此局方不認為有需要要求香港銀行暫停派息或回購股
份；港所交發言人則表示，不會評論個別公司，《上市
規則》對取消股息派發並無具體要求。

愚人節宣佈 張華峰促證監跟進

33月月11日收報日收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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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防範武漢肺炎，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昨公布安全社交距離注意事項，室內
為1.5公尺、室外1公尺。彰化縣知名排隊名店
北斗 「潤餅輝」、社頭鄉鐵路便當店 「福井食
堂」業績均下滑2、3 成，2 家店今天也 「超前
部署」、畫出安全距離，避免民眾排隊擠在一
起，避免民眾排隊擠在一起。

在北斗 「大菜市」1 年僅賣 1 個月的北斗
「潤餅輝」，已傳承到第5代，近幾年每年都要

開45、6個爐子同時烤製潤餅皮，清明連假期間
天天排隊，甚至清明節當天，還有人凌晨3點就
來排隊，被消費者形容 「排得沒日沒夜」，至
少要有20名家人與員工才能應付，老闆為避免
人潮壅擠，連 「號碼牌」都做好了，沒想到今
年人少到號碼牌派不上用場，連批發的大盤商
訂貨都少了2、3成，至少少了6、7百斤。

至於親自到市場零買的民眾，業者推估可
能在清明節當天才會有較多人潮。第四代業者
陳栓銘說，以往都是連假一開始就開始排隊，1
個月大約可以賣1萬斤的潤餅皮，全家大小這個
月都會回家幫忙，但今年卻反常沒有排隊人龍
，只有陸陸續續來購買的消費者，這是他接手
14、5 年來首見，以前爸爸做的時候、甚至
SARS疫情正嚴重的時候也未曾見過，今年人少

到真的是 「開了眼界」，但為了傳承傳統口味
，咬著牙也要撐下去。

彰化縣社頭鄉知名的排隊鐵路便當 「福井
食堂」也宣布，4月份暫停內用服務，只供外帶
或外送，業者並用黃色膠帶畫出安全距離，避
免顧客擠在一起，並打開大門通風。業者陳朝
牆也在一旁呼籲民眾配合。

業者陳朝強說，光內用至少就少掉3成客人
，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今天有一組一家三
口客人專程從高雄大樹來用餐，他只好開啟食
堂旁的小火車讓這組客人用餐，他說 「這也是
沒辦法的事，政府幫我們堵起防疫第一道安全
牆，人民也應該主動一起努力」。

來買便當的消費者也都依序站在黃格子拉
開距離排隊，消費者說，業者有正確的防疫觀
念，他們來買吃的也比較安心，絕對會配合業
者的安全距離，大家一起防範疫情擴散。

台中以單價高卻人氣爆棚出名的老字號便
當店－范記金之園，沒有配菜，光是一大片炸
的酥脆的排骨鋪在白飯上，就賣到一百多元，
然而每近用餐時間，都會湧入大量的車潮、人
潮等待取餐，足證其飄香四十年的魅力。

店家表示，疫情延燒衝擊百業，該店也不
例外，但主要是內用的人變少、外帶變多，以

前是分別占四成、六成，現在變成三成、七成
，因此，業績算維持在平盤。

四月一日起，配合中央政策，儘量鼓勵食
客外帶，堅持內用者，儘量帶開著坐，可開放
內用的桌次調控到比以往少一半。點餐結帳區

，加設排隊紅龍，因為外面是騎樓屬公共區無
法貼警示地貼，工作人員會提醒客人保持距離
。且因為點完餐就有號碼，客人可自行找空一
點的地方等候取餐，就不會擠在一起。

彰化排隊名店清明生意少3成

業者畫安全距離防疫

（中央社）遠東航空公司董事長張綱維因遠航無預警停飛，
遭查出涉嫌掏空公司，還有處分名下財產有企圖落跑跡象，日前
北檢向台北地院聲請羈押禁見，但北院裁定800萬元交保，檢方
提抗告成功，高院發回北院重裁。張綱維今再度至法院開庭力拚
交保。他庭前喊冤： 「我真的是很想死，證明我的清白。」北院
開庭後，以張綱維有串證、逃亡之虞，裁定收押禁見。

北院上午開羈押庭，下午裁定將張綱維羈押禁見。檢察官指
出，張綱維未揭露財務能力，使人誤信其財務狀況無虞，在遠航
資產負債表、財務報表上與事實不符，且在資金窘迫情況下還花
30億向樺福、樺富公司購置不動產，未經民航局核准就結束營業
，涉犯申報公告不實等罪，北院認為張確實犯嫌重大。

但北院也指出，關於檢察官指控的兩點還有疑問，張綱維向
合庫貸款 22 億元，用來清償借款，以及張向遠航陸續提領的
2430萬元，主觀上是否有不法意圖還有疑義。

北院裁定理由指出，張綱維經限制住居於戶籍地後，卻未實
際居住於該址，違反限制住居命令。且他長期經營航空公司，國
內外人脈、資力豐厚，有逃亡能力。張還曾突然提領大量現金、
將名畫等個人財產搬移到親友住處，也確實有隱匿資產、籌款安
頓親友，準備逃亡以規避偵審程序之進行及刑罰執行的高度可能
性。

此外，法官認為，因張還說，目前在躲避地下錢莊及黑道追
債，有生命危險，可以認定他無法面對債權人的鉅額求償，有逃
亡之虞。

北院認為，本案案情繁雜，且涉及財會專業，非張綱維一人
能進行，檢察官也指出本件有共犯。且該案還有很多待證事實，
像資產負債表之記載與事實不符，其背後之目的為何、與關係人
為鉅額不動產交易的原因，以及犯罪所得及其流向，都有待檢察
官釐清。北院表示，張綱維是遠航的唯一實質股東及負責人，卻
將重要相關會計作帳、不動產交易都推給財務部或他人，說自己
不清楚，避重就輕。且還有相關人員未到案說明，因此可認定有
串共犯、證人之虞。

北院表示，由於事涉數十億元金額，且犯行重大，待證事實
還不明確，如果張綱維未遭羈押禁見，可與共犯、證人透過諸多
媒介溝通，因此認有羈押禁見必要。

張綱維律師表示，尊重裁定，也感謝法官釐清提領800萬現
金跟貸款沒有不法意圖，會依法抗告。

上午開庭前，張綱維受訪表示，遠航目前有投資人願意承接
，願意救需要工作的數百名員工，希望不要斷了遠航的生路。他
更稱： 「我真的是很想死，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我會逃亡，逃亡
根本就自殺算了，我只希望證明我的清白。」他表示，他沒有違

反限制住居規定，且家有老小，怎麼可能違反，一再強調只想證
明自己的清白。

至於遭檢警控為脫產回公司搬走800萬元一事，他表示公司
由他個人獨資，也公開發行，公司的錢就是他的錢，因此沒有股
東跟受害者。他再度強調，有四、五組投資人願意出資，也有一
組簽約，如果今天真的遭押，會嚇跑投資人，公司就真的完了。

2017年北檢便已分案追查遠航弊案，遠航涉嫌向合庫貸款
22億元，錢卻挪到自己的樺壹公司，涉犯掏空及財報不實罪。去
年遠航無預警停飛，檢調持續監控，日前發現，張綱維正在處分
名下財產，還回公司拿走800萬元，懷疑他有逃亡之嫌，傳喚到
案後當庭逮捕聲押。

但北院認為，張涉犯的偽造文書等罪是3年以下輕罪，且張
在另一《商業會計法》案件都有到庭，認為無羈押必要，裁定
800萬元交保。北檢提起抗告，高院認為，張近期的確將名畫等
個人財產搬到親友家，有隱匿資產之嫌。

且張涉掏空、背信的金額高達數十億，去年底至今年3月，
張還向遠航提領2430萬元，北院卻只准800萬元交保，不符比例
原則，發回更裁。

遠航張綱維拚交保失敗被收押 低頭落寞上囚車

（中央社）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搶完口
罩、酒精、衛生紙之後，又有農民恐慌化肥原
料卡在中國，引發肥料之亂，逼得農委會在3月
16日起啟動肥料預購制度； 「牛屎博士」林俊
良2年前在雲林收購牛糞，製作出來的有機質肥
料可讓土壤可永續耕種，每月百噸產量在這一
波被搶到供不應求。專家指出，目前國內牛糞
等畜牧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僅約1成，反而向國外
進口渣粕等農業廢棄物製肥，呼籲政府可以擴
大補助國內有機質肥料堆肥廠，別讓原料掌控
他國手中。

約1公頃大的工廠內堆滿牛糞，卻聞不到惡
臭。彰化縣大城鄉出身的林俊良為中興大學土
壤環境工程系博士，被稱為 「牛屎博士」。他2
年前因緣際會地接下雲林縣崙背鄉的雲林乳牛
生產合作社肥料製造廠，回收附近酪農業者的
牛糞，經堆置、乾燥、發酵、不斷翻堆後，製

成有機質肥料，不僅乾淨、不臭，還可讓土壤
可永續耕種，更是解決畜牧廢棄物污染問題的
良方。

林俊良指出，有機質肥料最大的好處就是
改良土壤，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同時增加肥
料利用率，植物就會長得好，也能避免土壤硬
化、酸化等無法永續利用問題。目前市價約每
包25公斤約100至150元，而台肥販售的化學肥
料40公斤約500元到700元。

林俊良說，農民也都知道使用太多化學肥
料會造成土壤酸化、硬化，需要有機質肥料補
充，兩種肥料可各取其優點搭配施用，因有機
質肥料銷量越來越大，所以他花2百萬元自德國
進口自走式翻堆機，讓發酵、翻堆速率都提高
，可提升1到2倍產能。雖然目前每月可生產1
百多噸，還是供不應求，場內剩不到百包，
「現在還欠人家好幾千包，天天都被追著跑、

忙著包裝肥料！」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講師吳正宗說，

有機質肥料生產過程較繁複，需要不斷翻堆，
讓氧氣進去牛糞堆中，堆置自然發酵，提高溫
度到65度以上，以殺菌、除草籽，還要調整碳
氮比例與水分、PH值等，雞糞要4周、豬糞要
6周、牛糞要8周，腐熟後製成有機質肥料來使
用才不會傷害農作物，製程需要時間與空間。

他指出，目前回收的牛糞水分均較高，100
公斤牛糞最後只剩下約20到30公斤。而有機質
肥料與化學肥料的養分成分不一樣，確實可以
搭配使用。且使用有機質肥料雖然肥效較為緩
慢，但可以持續釋出養分，並讓土壤疏鬆、根
系較容易生長，好處較多。

林俊良表示，台灣畜牧農業每年產生的廢
棄物相當龐大，高達幾百萬噸，若都能經充分
利用，做成有機質肥料，可減少環境負擔。尤

其現在因為疫情關係，出現部分農民搶購肥料
，其實台灣有機質肥料若能充分擴大生產，是
足夠國內使用的，還能將畜牧廢棄物回收再利
用，避免環境污染，一舉多得。

台灣省農牧資源回收再利用協會總幹事江
世祺指出，以牛為例，每頭牛每天可產出25公
斤牛糞，拿來發酵後製作肥料，國產國用，不
用擔心原料掌控在其他國家手中。

不過他表示，目前國內所產生的畜牧業廢
棄物回收處理率僅1成，其他9成是否有確實依
規定處理也令人質疑。但農委會補助的國外進
口農業廢棄物如渣粕肥進口卻占大宗，如此很
難鼓勵畜牧業者或國內業者回收畜牧場廢棄物
來製作有機質肥料。農委會應優先考量提高補
助國內有機質肥料堆肥廠，不僅能較快速解決
農業污染，還能提升有機質肥料的產量。

不怕肥料之亂！點屎成金 每月百噸供不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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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

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中央社）遮住車牌再違規停車，高雄汽
車駕駛人逃避舉發歪招百出！《蘋果新聞網》
直擊違停熱區十全二路，開上騎樓、人行道違
停車輛竟以口罩、毛巾遮掩車牌自保。過去還
有民眾違停怕遭檢舉，假冒交通局公務車，在
牌照處貼上 「執勤公務中」的紙張來耍詐。市
警局統計，2019年共開出157萬件交通違規罰單
，違停高達41.5萬件居冠，與2018年相較增加7
萬件。警方表示，違停舉發暴增係為了降低交
通事故發生，才會加強取締。

十全二路上的商家及住戶違停人行道上，
怕遭檢舉拍照，用口罩及毛巾遮車牌。石秀華
攝
違停亂象中，最誇張案件出現在前年，一輛自
小客車在鳳山區違停，竟然假冒高雄市政府交
通局，用A4紙印出 「例行維修執勤公務中」的
紙張遮住車牌，遭網友狠酸 「唬爛高招！」

《蘋果新聞網》前往十全二路觀察，發現
有住戶及商家將自小客車或者貨車停在騎樓下
的人行道上，為避免遭檢舉，以口罩、破毛巾
遮住車牌，服務處兼住處就在十全二路上的十
全里長洪能通見記者拍照，趨前關心，洪能通
氣憤表示，該處路段行人少，卻不斷遭檢舉達
人檢舉，連早上6時30分和半夜12時停車也被
拍，里民被迫遮車牌自保。

洪能通說，2個月內他接獲3張違停紅單，
黃姓店家3個月內則被拍照檢舉，共吞下11張
罰單，盼市府能針對轄區特性，讓當地騎樓停

車可和停車格收費時間從晚上8時以後至早上8
時同步停車，以平民怨。

高市警局交通大隊執法組組長林永川表示
，為遏制市區違停亂象，警方規列火車站周圍
的建國路、十全商圈的十全路、三多商圈附近
的中山路為前三大違停路段，並加強取締公車
停等區的違規停車，違規採 「舉發為主，拖吊
為輔」的取締原則。

根據高雄市警局的資料顯示，高雄市2019
年的交通違規項目第1名為41.5萬件的 「違規停
車」，贏過第2名 「超速違規」30.2萬件，以及
第3名 「闖紅燈直行左轉」的22.5萬件；此外，
2019年的違停件數41.5萬件也比2018年的34.3
萬件多出7萬件。

高市警局交通大隊執法組組長林永川分析
指出，違停件數暴增，係因為了降低交通事故
發生，警方從2019年3月起實施 「加強取締重
點違規專案」，5月起實施 「交通大執法專案」
，經嚴正執法後，全市取締違規停車件數比去
年增加7萬餘件。

林永川表示，高雄市違停違規狀況以 「禁
止臨時停車處所」紅線停車最多，其次為 「併
排臨時停車」以及 「人行道臨時停車」。

交通局指出，在公共汽車招呼站10公尺內
停車，以三多三路的三多商圈居冠，其次依序
為三多光華路口的光華夜市、鳳山火車站、鳳
山中山路商圈及五甲市場，警方指出，在公車
停等區違停，機車違規最低就是罰900元、小型

車罰1200元。
此外，警方也指出，在禁止停車處違規停

車，若屬臨時停車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55條處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罰鍰，違

規停車則依第56條，處600元以上、1200以下
；併排停車則處2400元，呼籲民眾守法停車，
以免傷了荷包。

口罩遮車牌耍詐逃舉發口罩遮車牌耍詐逃舉發
高市違停暴增亂象多高市違停暴增亂象多

（中央社）武漢肺炎蔓延全球，中央政府昨日（1日）宣布
對外援贈1000萬片口罩；對此新北市長侯友宜今日（2日）上午
受訪時表示贊同，但先決條件為國內自主防疫物資充足，籲中央
能夠讓民眾 「兩周領10片口罩」，這樣 「每周一到五都能夠使
用，周末就待在家中」，與原先 「兩周領9片口罩」僅有1片差
距，產能應該很快能補足，畢竟口罩基本量夠，也就能要求民眾
戴起口罩。

侯友宜今日上午特別前往位於板橋的客運站，趁連假第一天
視察長途客運防疫整備狀況，媒體聯訪時被問及中央昨宣布對外
援贈1000萬片口罩，侯友宜則說， 「國家如果有餘力來幫助全
球防疫，是非常贊成的，因防疫絕非單一台灣就可以置身事外，

全球防疫大家一起來。」
侯友宜表示，外援口罩的先決條件是自主的防疫物資充足，

依照上班族通勤若一周上班5天，中央是否能考量每天都有一個
口罩，周末待在家裡不需要口罩，盼兩周能供應10片口罩，僅
一片差距，產能應該很快就能補足，口罩基本量足夠了就能要求
民眾把口罩戴起來，認為口罩夠了， 「有更多的餘力就可以去幫
助其他國家，我也贊成。」

此外媒體追問是否應強制規定民眾搭乘大眾運輸都要戴上口
罩，侯友宜回應，約有9成的民眾很配合會戴起口罩，但仍有少
數人不願配合，因此向中央喊話 「這個部分恐怕要拜託中央，要
用《傳染病防治法》正式公告。」

侯友宜表示，若有民眾搭乘大眾運輸不願戴上口罩，也是會
讓業者難為，但在中央沒有規定的情況下，沒有拒載的理由，盼
中央公告後業者才能夠拒載，甚至民眾強行上車會被處罰，希望
中央該公告、該處罰的都能明確訂定出來，讓業者好能夠遵循。

針對侯友宜的說法，交通部傍晚表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陳時中指揮官於指揮中心記者會已對外說明，搭乘大眾運輸，
無法維持社交距離，應配戴口罩，依據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
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七條：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
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以及
《傳染病防治法》第七條： 「主管機關應實施各項調查及有效預
防措施，以防止傳染病發生。」，並非無法源依據。

1千萬片口罩援外 侯友宜 「台灣無法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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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6666屆中華學人獎學金之夜屆中華學人獎學金之夜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德州眾議員吳元之夫婦以特別來賓獲邀致詞德州眾議員吳元之夫婦以特別來賓獲邀致詞

中華學人協會前會長張文華及夫婿中華學人協會前會長張文華及夫婿,,
好友們共襄盛舉好友們共襄盛舉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夫婦與警察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夫婦與警察
局分局長冼指揮官全家參加盛會局分局長冼指揮官全家參加盛會

中華學人協會李成純如會長中華學人協會李成純如會長,Christina Ma,Christina Ma 副副
會長頒發會長頒發Priscillaand Mitchell LouPriscillaand Mitchell Lou給承擔費用給承擔費用

讓得獎學生能和贈送獎學金見面讓得獎學生能和贈送獎學金見面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致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陳家彥處長致詞 2626福斯電視臺馬來華裔主持人福斯電視臺馬來華裔主持人Natalie HeeNatalie Hee國際領袖基金會德州休斯頓分會劉秀美會長國際領袖基金會德州休斯頓分會劉秀美會長
支持中華學人協會獎學金活動支持中華學人協會獎學金活動

第第6666屆中華學人獲得獎學金資優學生屆中華學人獲得獎學金資優學生

中華學人協會李成純如會長頒發中華學人協會李成純如會長頒發CorporateCorporate
Impact AwardImpact Award給給Yuen-Yee Ma, Marcus Ma,Yuen-Yee Ma, Marcus Ma,

Kenny Phan and Christina MaKenny Phan and Christina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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