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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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煲
來
飽
去

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TeL:713-777-8838 
9888 Bellaire Blvd #138 Houston, TX 77036

煲來飽去位於黃金廣場燕窩城隔壁

精緻的小菜

Happy Hour 週一到週四２：３０～５:３０　凡來店內消費一個主餐便送一杯飲品
招聘：長工，企台。

（本報訊）美國國務院旅遊推特
頻道 3 日發出推文，敦促美國人不要
延緩返國日期，近期可能會出現所有
交通工具都無法使用的狀況。

這則推文下還附上美國務院領事
事務局31日發布的旅遊警示連結，該
項警示稱：國務院建議，由於新冠病
毒疫情影響遍及全球，美國公民應避
免所有的國際旅行活動。在商業航班

仍持續運作的國家中，當地的美國公
民應立即安排返回美國，除非他們準
備無限期地留在國外。

該警示還說，目前國務院正在盡
一切努力協助在海外的美國公民返美
。隨著新冠病毒疫情的發展，國務院
與航空公司合作安排返國航班的運輸
能力會變得更為困難，甚至無法使用
。最近數周航空公司大幅裁減航班，

各國也在未事先通知的情況下關閉機
場與邊境關卡。如果您希望回國，應
立即安排返國行程，並根據需要聯繫
最近的美國大使館或領事館尋求幫助
。由於未來可能沒有返回美國的運輸
選項，國務院無法保證未來能繼續提
供返國援助服務。

((路透社路透社))

美國務院發推文美國務院發推文：： 要求海外美國人盡快回國要求海外美國人盡快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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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開幕
蔬菜 | 肉 | 海鮮 | 雜貨

- 各部門經理（待遇從優）
- 各部門人員（蔬菜部，肉部，海鮮部，雜貨部）
- 收銀員

店誠徵KATY

聯絡方式
電話:832-680-2888
1525 S Mason Rd, Katy, TX 77450

OPEN
NOW

蔬菜 | 肉 | 海鮮 | 雜貨
8800 Richmond Ave. Houston, TX 77063

SCAN WITH YOUR
PHONE’S CAMERA
TO SUBSCRIBE AND RECEIVE
THIS MONTH’S SPECIAL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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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通律師
專精: 各類移民申請、聯邦及州法院各類

民事糾紛、遞解辯護、勞工權益保障   

Tong Jin, Attorney at Law
電話: 832-917-8232

地址：5177 Richmond Ave., Suite 770, Houston, TX 77056 
Email: tongjinattorney@gmail.com

Wechat
您的成功就是我
最大的承諾

This morning as usual, �I walked into our press room and picked up a fresh 
copy of our�Southern Daily Newspaper.�I went back to my office and 
watched our TV programs and website. I felt so moved and touched and tears 
came to my face.

It was long time ago, but I still remember when I was a just a kid, I slept next 
to my dad and shared a newspaper with him every night. Even in my teenage 
years, I felt how powerful the media was. Many years later, we went into the 
newspaper media business. Maybe this is how one’s destiny is decreed.

We are here now and so graceful and appreciative of all my co-workers 
including editors, reporters, TV producers, anchormen, pressman, digital 
editors and delivery men. Because of your sacrifice and courage, millions of 
people can still read our daily newspaper getting news from our newspapers, 
TV station and websites.

As of today, more than one m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have already 
contracted the Coronavirus and twenty-five percent of all businesses have 
closed. We are still facing very serious challenges right now. As a media 
business, we are so proud we will still continue to hold our position and do 
our very best for the people we love.

I also wanted to tell my colleagues 
that because of your great contribu-
tions, history will mark down a page 
for you. I also want to let you know 
Southern News Group is still open 7 
days a week, 24-hour a day because 
we need to serve our nation, our 
readers and our viewers.

United we say, God bless America.

Our Business Never Closes
- Salute To My Co-Workers

美国新冠肺炎抗疫日记 4/3/2020  

永不打烊的事业---美南新闻
为站在最前线的工作伙伴鼓掌

       今晨我依旧在印报车间
从印刷工人手中拿到今天出
版的美南日报中英文版，回
到办公室座位，看到电脑银
幕上播放的美南电视节目，
心中顿时感慨万千，泪水憯
然涌出。回想到孩童时代伴
随在父亲身旁，在昏暗的灯
光下和他同看一份报纸，数
十载岁月匆匆消失，今晨我
手中紧握住这份我们一手创
办的媒体，岂是命运之安排
。

       我要非常感激这段时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仍然坚守在岗位上继续努力的同事
们，在前线采访的记者，在编辑台上翻译排版的编辑，守在电脑前收发版面的员工
，美工台上编辑电视画面的美工同仁，电视台上现场直播的主播导播，立即上线的
美南新闻网站......
       每天子夜十二时编辑台上完成之电子档桉送到印刷厂，经过制铝版上油墨，印
刷工人从每日凌晨开始上工，一直到清晨把每天最新的中英文版美南日报，从输送
带上印制出来，再由送报员同仁把当天日报送到广大读者手中，四十年来从未中断
，美南新闻无愧是永不打烊每周七天二十四小时开放的媒体事业。
      今天新冠病毒之扩散，全球已经超过一百万人，美国全国百分之二十五的中小
企业已经关闭，诸多大国还在相互指责，我们这些平民百性是觉醒时刻了。
我们非常欣幸在国家最艰难之时刻，美南传媒集团还有这麽多工作伙伴，不惧本人
之安危，继续为人民服务,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你们大家的牺牲奉献定可留
下历史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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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菲律賓疫情持續擴大，多處已實施封城令。
馬尼拉有民眾仍上街抗議政府沒有提供足夠的食物援助。菲律
賓總統杜蒂警告，若有民眾違反封城令，軍警可直接將他們槍
殺。

杜特蒂周三發表電視講話，稱在疫情持續之際，為了減慢
病毒進一步擴散，民眾合作及遵守封城令是十分重要。

杜特蒂說： 「我已向警察和軍方下命令，倘在執行禁令中

遇到麻煩，有民眾反抗，而此舉令你們的生命受到威脅時，可
將他們槍斃。」

杜特蒂又說： 「明白嗎？死亡。比起讓你製造麻煩，我會
選擇送你入土。」

杜特蒂發表講話後幾小時，奎松市21名居民因未經許可抗
議而被捕，他們中大部分人是低收入的工廠和建築工人，在封
城期間他們無法工作，因而沒有收入。菲律賓勞工組織（BMP

）的譴責，該組織譴責政府在疫情期間對尋求幫助的貧困人群
採取的嚴厲措施。

呂宋島擁有5700萬人口，實施全面封鎖後，居民只能出門
購買食品、藥品和其它必需品。此外，還關閉了除重要產業以
外的所有產業。

鐵腕防疫鐵腕防疫！！違反封城令者違反封城令者這國可直接槍斃這國可直接槍斃

（綜合報導）新冠病毒襲捲全球，確診病例攀升速度仍未減緩，至今已有根據霍普金斯大學全球疫情
地圖顯示，全球累計新冠病毒確診病例已超過90萬、並造成45497死。對此，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
表示，對於新冠病毒快速在全球散播感都憂心，並透露數日之內全球確診數將突破1百萬人，死亡人數也
會升至5萬大關。

據路透社報導，疫情自爆發以來已進入第4個月，除了對全球病毒傳播速度之快備感憂慮之外，並表
示過去5週已擴散至全球205個國家及地區，全世界幾乎難有國家倖免，加上過去一星期的死亡人數翻倍成
長， 「未來數日內將看到100萬確診病例和5萬死亡病例」。

譚德塞表示，儘管非洲、中南美洲目前通報數字相對要低，但新冠病毒疾病有可能在這些地區產生重
大社會、經濟和政治影響，並呼籲聯合國底下的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能夠對發展中國給予債務減免。
他進一步指出，基於本能，許多發展中國家正努力實施社會福利計畫以減輕疫情衝擊，但對這些國家而言
，債務減免是必要的，讓它們得以照顧其人民並避免經濟崩潰。

報導指出，疫情起源地大陸的確診數與死亡病例，目前已被美歐等國家超越，其中美國已突破20萬人
大關，其次是義大利、西班牙、德國、法國、伊朗以及英國。

全球死亡數一周內倍增！

譚德塞透露 「悲慘」 數據

（綜合報導）據日本NHK網站2日報導，鑒於東京等地新
冠病毒感染病例激增，日本厚生勞動省決定放寬症狀獲改善的患
者的出院標準，以便醫院優先治療重症患者。

在東京等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激增的地區，醫療資源越來越顯
得捉襟見肘。政府的專家小組4月1日建議指出，有必要探討讓
症狀較輕的患者在家或住宿設施進行療養，以便醫院優先治療重
症患者。為此，厚生勞動省決定放寬症狀獲改善的患者的出院標
準，並已開始對細則進行討論。

現行出院標準為：體溫在 24 小時
內低於37.5度，呼吸器官的症狀呈改善
趨勢，連續2次病毒檢測結果為陰性。滿足上述所有條件的新冠
病毒感染患者才獲准出院。對此，政府的專家小組成員在接受採
訪時指出，有必要探討放寬這一標準，具體來說，患者的症狀獲
得一定程度改善後即可出院回到家中或住宿設施等地；減少病毒
檢測次數，甚至不進行病毒檢測，僅根據症狀是否改善即可批准
患者出院。厚生勞動省決定基於專家的建議制定新的出院標準。

日本政府專家小組1日認為，日本在患者暴發性增長前就可
能出現 「醫療功能不全」，要求各地構建重症患者優先的醫療體
制。

另外，專家小組根據目前的疫情將日本分為 「感染擴大警戒
地區」、 「感染確認地區」和 「感染未確認地區」，並將東京都
和大阪府列為 「感染擴大警戒地區」。專家認為 「感染擴大警戒
地區」應繼續停課，避免舉行10人以上集會等活動。

日擬放寬新冠患者出院標準 優先治療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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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新冠肺炎累計病例升至86498

例。其中，死亡病例達9134例，死亡率

超過10%，居全球首位。

3月21日以來，意大利新增確診病

例整體呈下降之勢，該國官員表示，意

大利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出現放緩跡象，

已經非常接近疫情峰值。

累計病例逾8.6萬例
疫情已經接近峰值？
據意大利民防部門數據，截至3月

27日晚，意大利過去24小時新增5959例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增至86498例。

其中，死亡9134人，治愈超過萬人。

近幾日，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狀況呈

緩和之勢，3月21日至25日，新增病例

數量連續四天下降，26日略有反彈後，

27日再次下降。

意大利國家研究理事會說，意大利

107個省中，57個已經達到疫情頂峰，整

體情況正在改善。意大利高等衛生研究

院院長西爾維奧•布魯塞弗羅(Silvio

Brusaferro)也表示，根據最近壹周的疫情

通報數據分析，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開

始出現放緩跡象，已經非常接近疫情峰

值，意味著政府采取的措施正在發揮作

用。

然而，意大利的醫療系統目前仍承

受著巨大壓力。意大利安莎社26日報道

稱，意大利高等衛生研究院最新統計數

據顯示，已有6205名醫務人員感染新冠

病毒。27日，意大利全國醫生聯合會表

示，已有45名醫生因新冠肺炎去世。

政界、文體界多人“中招”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意大利政

界、文體界有多人感染。確診的政要中

，包括拉齊奧大區主席津加雷蒂、皮埃

蒙特大區主席西裏奧、陸軍總參謀長法

裏納、衛生部副部長西萊裏等。

25 日，意大利緊急民防部部長安

吉洛•博雷利因出現發燒癥狀，暫時

不再擔任疫情新聞發言人工作。目前

，他正在等待第二次新冠病毒檢測結

果。幾天前，博雷利初次病毒檢測結

果呈陰性。

在體育界，意大利足球甲級聯賽中

，已有包括尤文圖斯、佛羅倫薩、桑普

多利亞等多支球隊有多位隊員確診。目

前，受影響的球隊已全部實施隔離，意

甲聯賽也已延期。《米蘭體育報》認為

，如果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那麼本賽

季意甲聯賽很可能就此取消。

“封城”仍持續，防疫再“加碼”
為抑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意大利自3

月10日起進入全國“封城”狀態，限制旅行

和公眾集會。22日，意大利總理孔特簽署政

令，再次為防疫“加碼”，要求全國23日起

停止所有非必要的非關鍵性生產活動和商業

活動，直至4月3日。

在疫情“震中”倫巴第大區，該地

區主席豐塔納表示，只有最大限度限制

人際接觸才能扭轉目前的局勢。

報道稱，意大利北部地區醫療資源

承載能力幾乎飽和，倫巴第大區的醫院

床位、口罩、呼吸機嚴重不足。為進壹

步擴大救治範圍，意大利首家帳篷醫院

已在克雷莫納市投入使用。這家醫院由

15個帳篷組成。

此外，意大利軍隊還正在貝爾加莫

市和克雷馬市，加緊建設另外兩座帳篷

醫院。此外，米蘭國際展覽中心也正在

搭建方艙醫院。

意大利經濟受沖擊

孔特籲歐盟采取抗疫聯合措施
26日，意大利總理孔特在歐盟27國領

導人視頻會議上表示，整個歐洲都將受到

新冠肺炎大流行帶來的“嚴重”衰退的打

擊。為減輕其影響，各國需要采取特殊措

施，包括歐盟國家共同發行債券。然而，

這壹提議被德國和荷蘭拒絕。

同時，歐盟多國提出的壹份經濟草

案，也被意大利和西班牙拒絕。據悉，

該草案包含建立醫療設備的緊急庫存，

並緩解歐盟之間的邊境封鎖。但意西兩

國認為，這份草案太過“單薄”。最終

，歐盟決定在未來兩周內，繼續探討經

濟草案的細節。

目前，受疫情影響，意大利經濟受

到重創。意大利經濟財政研究所20日發

布報告稱，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0

年第壹季度意大利國內生產總值預計將

同比萎縮8%。孔特25日稱，將於4月份

推出總值多達250億歐元的新刺激措施。

孔特表示：“歷史自有評斷……我

們必須盡力做對的事，政府以最大的決

心和速度采取行動。”

法國訂購超過10億只口罩
法中建立“空中橋梁”運輸口罩

綜合報導 法國官方宣布訂購超過10億只口罩，用來應對日益嚴峻

的新冠肺炎疫情。

法國衛生部長維蘭在當晚的記者會上宣布，已經從法國國內外特別

是從中國訂購了超過10億只口罩，將在未來數周至數月內交付。

維蘭說，法國每周可以生產800萬只口罩，而法國每周的口罩需求

是4000萬只，法國的口罩儲備不是“無限”的。訂購的口罩將優先滿足

醫護人員的需要。

法國總理菲利普表示，已計劃派貨機到中國運輸口罩至法國，法方

已經訂貨並租下貨機。另外，法國航空公司表示將參與相關的運輸工作

，未提供更多細節。

據法國新聞資訊電視臺報道，口罩運回法國後，將通過6個省份的

公共衛生倉庫進行分發。

法國衛生部公布疫情數據顯示，法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已經升

至37575例，累計死亡病例2314例；28日新增確診病例4611例，新增死

亡病例319例。

包括首都巴黎在內的大巴黎地區仍然是全法疫情最嚴重的地區，目前

已有688例死亡病例，住院患者達6523人，其中1570人在重癥監護室。

菲利普警告，目前法國疫情發展很快，“防疫戰鬥才剛剛開始”。

他說，4月1日至15日的情況將會十分困難，會比最近兩周更加困難。

疫情影響收入：
希臘財政壓力大 私企可輪流上班

綜合報導 疫情對希臘商業沖擊巨大，越來越多企業停產停工，希

臘已出臺多項幫扶企業的措施。與此同時，由於希臘財政預算面臨巨大

壓力，當局不排除會再度削減公務員工資。

據報道，希臘當局近日頒布法案，在不得裁員的前提下，允許企業

實行最多6個月的輪班工作制度，即每名員工每個月只需工作2個星期

，但工資也相應減少50%。

這些企業還可以將其部分或全部員工停薪留職，以減輕企業支付薪

酬的壓力。這些被暫停勞動合同的員工，每人可獲得希臘政府發出的

800歐元國家補助。

個體經營者和自由職業者也將獲得同等金額的補助。但未登記在冊

的員工將無法獲得任何補助。

另外，新冠疫情以及防控措施無可避免地影響公共工程項目。據悉

，除了不少基建項目停工外，新的公共項目工程招標也已經暫停至4月

30日；對3月20日前開始的投標，其相關意向書或報價書將延遲兩個月

提交。

公共項目暫停使參與工程的相關公司也面臨巨大的現金流問題，償

還貸款，支付員工工資和支付供應商款項成為十分沈重的包袱。目前部

分企業已經要求希臘政府進行援助。

對於外界傳言當局可能會再度削減公務員工資，希臘財政部長斯塔

庫拉斯27日在受訪時沒有進行否認，但他稱這壹問題還沒有被提上議事

日程。

意大利新冠肺炎病例超8.6萬
疫情已經接近峰值？

英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兩萬
疫情未來走勢引擔憂

綜合報導 繼“群體免疫”策略，王

儲、首相被感染等新聞成為熱點後，英

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截至本月30日

突破2萬例、死亡病例超過1400例的消

息再次引發關註。外界擔憂，英國有可

能成為下壹個意大利。

據報道，英國研究人員日前經對比

後發現，英國的死亡病例曲線與意大利

兩周前極為相似。這意味著如果按這壹

態勢演變，英國可能出現如意大利壹般

的高病亡率。

不過，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帕特裏

克·瓦蘭斯當地時間30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從軌跡上看，英國當前疫情走勢與法

國相當，而非意大利或西班牙。他同時承

認，鑒於目前尚處於延緩疫情蔓延的階段，

未來幾周的情況可能會“進壹步惡化”。

知名醫學雜誌《柳葉刀》主編理查

德· 霍頓日前撰文時所指，英國本不至於

走到這般地步。他認為，NHS(國家醫療

服務體系)反應遲緩，政府此前的防疫策

略被證明是失敗的。

梳理可知，英國1月底就已出現首

例確診病例，整個2月也僅有零星病例

報告，直至3月上旬英國的累計確診病

例不足400例；而彼時的意大利已累計

超過1萬例，“封城”措施已開始在全

國範圍內實施。不過，這壹時間差沒有

為英國在這場與病毒的戰鬥中贏得先機

，英國也因此付出了代價。

從3月中旬開始，英國疫情的蔓延態

勢加速，單日新增病例數、死亡病例數接

連創新高。就在民眾開始為疫情擔憂之時

，英國政府提出了非主流的“群體免疫”

策略，引發巨大爭議。面對洶湧的質疑，

英國政府隨後改口稱“群體免疫”不是目

標或政策，而是壹個科學概念，當前的政

策是“保護生命、戰勝病毒”。

從3月的後半段開始，英國政府對

待疫情的態度發生根本性改變，並公開

使用“戰時”這壹表述。在外界看來，

在錯失最佳防控時機後，英國政府終於

開始“動真格”。

據英媒披露，促成這壹改變是3月中

旬的壹次內閣會議。在那次會議上，來自

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的團隊展示的數據模型

預測，如果“什麼都不做”，英國的新冠

肺炎死亡病例可能超過50萬例。

此後，決心“硬核”抗疫的英國政

府陸續出臺停課、停業、停運等舉措，

從建議減少不必要聚集、保持社交距離

到強制全民居家隔離，先後數次升級防

控舉措。同時，英國開始補足醫療系統

短板，召集更多醫護人員和誌願者，采

購病毒檢測試劑盒、防護物資、醫療器

械等。此外，英國政府公布大規模經濟

刺激計劃，英國央行緊急降息，雙管齊

下穩定經濟。

為加強防控，英國政府提出“待在

家裏、保護NHS、挽救生命”的口號，

並把三個短語用箭頭相連接，以表明其

關聯性，即“只有民眾待在家裏，才能

保證NHS不因病例激增而癱瘓；只有

NHS有效運行，才能挽救更多的生命並

最終遏制住疫情”。

輿論普遍認為，英國當前的各項抗

疫舉措是正確的，雖然這些舉措早在數

周前就該執行。有分析稱，與其他疫情

嚴重的歐洲國家相比，英國同樣面臨人

口老齡化、醫療資源緊張等不利因素影

響。已經捉襟見肘的NHS未來幾周能否

“扛得住”激增的入院病人是壹大考驗

，增長曲線何時見頂尚未可知。

按照英國英格蘭副首席醫療官詹妮·

哈裏斯本月29日的說法，英國可能需要

六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恢復正常運

轉。

英國主流大報《泰晤士報》日前不

無擔憂地指出，“人們以為‘脫歐’會

改變這個國家，但事實卻是，新冠病毒

正在改變這個國家。”

綜合報導 俄羅斯宇航員訓練中心防疫師謝爾蓋·

薩溫表示，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即將於4月9日從拜

科努爾航天發射場飛赴國際空間站的宇航員們，被禁

止握手和擁抱。

報道稱，即將飛赴國際空間站的有俄羅斯宇航員

阿納托利· 伊萬尼申、伊萬· 瓦格納和美國宇航員克裏

斯托弗· 卡西迪。

薩溫介紹稱，“我們是堅決禁止握手和擁抱的。

若發現任何的汙染，宇航員都要洗手並消毒。絕不允

許使用他人物品。公共物品每次用完後都需消毒。”

據他稱，宇航員的房間每天都會用含氯消毒劑擦

拭壹遍，定期進行通風，用石英燈照射消殺全屋和加

濕。

另外，餐廳員工的健康、食物的烹飪過程和人員

進食等問題也都受到嚴格管控。進食前，必須要用消

毒劑對手進行消毒。

俄宇航員將赴國際空間站
在地面被要求禁止握手擁抱在地面被要求禁止握手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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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確診病例超2000例
日政府：暫不考慮進入緊急狀態

綜合報導 據報道，日本各地方自治團體和厚

生勞動省的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31日上午，

日本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增至2007例，其中

死亡病例59例。日本政府方面稱，暫時不考慮宣

布進入緊急狀態。

據報道，目前日本已有7個都道府縣的確診

病例超過百例，其中東京都最多為443例，之後

分別是大阪府216例、北海道176例、愛知縣170

例、千葉縣165例、兵庫縣137例以及神奈川縣

128例。

3月26日，基於《新型流感等對策特別措施

法》，日本政府設立了“政府對策本部”。若滿

足“如果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存在給日本民眾生命

、健康造成嚴重損害的危險”和“疫情已在全日

本迅速蔓延並給國民生活和經濟造成重大損失或

存在類似危險”這兩個條件的話，首相將有權宣

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不過，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3月30日

表示，“鑒於此事將給國民生活帶來重大影響，

必須在聽取各方面專家意見的基礎上慎重地做出

判斷。”他同時還否認了網上關於日本將在4月1

日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的傳言。

蓋“隔離戳”、畫粉筆圈 印度以低成本方式抗擊疫情
綜合報導 外媒稱，印度正在采

用低成本而高效的簡易方式抗擊新冠

肺炎疫情。

據報道稱，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

衛生部長拉傑什· 托普需要有辦法確

保面臨冠狀病毒風險的入境人員進行

隔離。

報道稱，托普的部門沒有資源對

所有人員進行隔離。它沒有監控居家

隔離情況的高科技手段。但他的團隊

意識到，印度有很多別的東西：比如

，很難洗掉的墨水曾用來防止該國9

億選民重復投票。投票後，他們手上

的墨水印大約兩周後才洗得掉。

很快，從疫情嚴重國家返回孟買

機場的乘客的手背上，被印上“居家

隔離”的標簽，以便讓所有人都可以

監督他們是否外出。

托普說：“這是我們對抗擊冠狀

病毒的貢獻，如果有人試圖逃避或破

壞隔離，就可能被逮捕。”

報道認為，隨著冠狀病毒感染病

例在過去壹周迅速攀升，印度的醫生

和國民開始求助於低成本方法來保護

13億人口。

新加坡開發了壹些應用軟件，讓

人們知道自己是否與新冠病毒感染者

進行過接觸。印度則轉向更經濟的選

項。

在首都新德裏以及金融和媒體中

心孟買，通常熙熙攘攘的地區，現在

街頭上大多冷冷清清。只有出售食品

和藥品等必需品的商店才允許營業。

數周前，印度政府要求無線運營

商植入關於防範冠狀病毒的音頻建議

。每人在撥打手機後要首先聽完這段

錄音才能接通電話。

印度移動通信運營商協會負責人

拉詹· 馬修斯說：“沒有其他媒介可

以如此迅速地把信息傳達給這麼多人

，幾乎每個印度人都有手機。”

商店、銀行和其他基本業務仍然

開放。在壹些商店的排隊中，社交距

離不是通過網上訂餐或數字預約來實

現的，而是通過在人行道上劃出粉筆

圈或方格，中間有空隙，這樣人們就

能確切地知道應該在哪裏等。

隨著國內航班、公共汽車和火車

等大多數交通工具的停運，印度鐵道

部公布了將閑置的列車車廂改造為隔

離病房的計劃。

無法獲得肥皂和負擔不起清潔劑

的村民們把水燒開了洗手。缺少平價

口罩則意味著新德裏的許多人臉上戴

的是圍巾。

報道認為，現在判斷印度節儉的

創新是否奏效還為時過早。

東
京
奧
運
倒
計
時
板

﹁復
活
﹂

政
府
職
員
：
會
全
力
準
備

綜合報導 據報道，鑒於東京奧運會

的新日程已經敲定，放置在日本千葉市

政府壹層大廳的東京奧運會倒計時板在

停擺6天之後再度“復活”。

據報道，這塊倒計時板因東京奧運

會延期，於3月25日熄滅。隨著東京奧

運會的新日程出爐，3月31日，千葉市

政府的職員在重新設定並裝入電池後，

倒計時板上“距離東京奧運會天數”的

地方出現了“479”三個數字。同時，放

置在壹起的殘奧會倒計時板上也出現了

“511”三個數字。

報道稱，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到訪市政府的民眾非常稀少，所以

倒計時板可以說是“靜靜地”重新

被點亮。

對於重啟倒計時，千葉市奧運殘奧

振興科科長助理金功二郎表示，“之前

還擔心奧運延期會讓市民泄氣，不過新

日程決定得比想象中快，全市會團結壹

致全力進行準備。”

2020 年 3 月 24 日，鑒於新冠肺炎

疫情形勢，國際奧委會與東京奧組委

發表聯合聲明，宣布東京奧運會將改

期至2020年後，但不遲於 2021年夏天

的日期舉行。

2020 年 3 月 30 日，國際奧委會官方發布聲明，

宣布東京奧運會將於 2021 年 7月 23日開幕，8月 8日

閉幕。東京殘奧會將在 2021年 8月 24日至 9月 5日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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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特區

政府早前提出

的“禁酒令”

當 時 未 被 採

納，但由於近期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中的本地感染個案

超過一半涉及酒吧，更出現多達四代的傳播鏈，包括一

名40天大嬰兒，故2日公佈，由3日傍晚6時起，酒吧或

酒館必須關閉 14天，違例者最高可被判罰款 5萬元（港

元，下同）及監禁6個月。

■■尖沙咀諾士佛臺酒吧尖沙咀諾士佛臺酒吧22日晚仍有酒客蒲吧日晚仍有酒客蒲吧，，酒吧業今酒吧業今
天天((44月月33日日))下午六時起停業下午六時起停業1414天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2日根據憲報刊登的公告，
就預防新冠肺炎發出最新指示，規定主要用作售

賣或供應令人醺醉的酒類並供人就地享用的處所（一般
稱為酒吧或酒館），餐飲業務處所主要用作售賣或供應
酒類供人就地享用的範圍，以及會址主要用作售賣或供
應酒類供人就地享用的範圍，由3日傍晚6時起必須關
閉，直至本月17日下午5時59分，為期14天。

陳肇始2日晚在記者會上宣佈此決定時解釋，由上
月19日至1日（13天）為止，在537宗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中，有23%即135宗屬本地感染個案，其中超過一半
涉及酒吧，包括中環、灣仔和尖沙咀區的酒吧都有顧客
及表演樂隊群組爆發。

她進一步指出，酒吧群組更出現第四代傳播，其中
最大一個群組共62人確診，並衍生第二至四代的患
者，包括一名40天大的嬰兒。根據衛生防護中心的調

查顯示，該名在3月30日確診的嬰兒，是被一名在上月
23日確診、曾到過中環區酒吧的患者所感染，因此認為
酒吧處所屬於高風險的地方，為進一步減低感染風險，
截斷病毒傳播鏈，故作出此決定。

被問及政府對酒吧的規管措施是否“慢了半拍”，
亦令酒吧業界無所適從時，陳肇始回應說，他們一直關
注酒吧群組的情況。她解釋，酒牌有表明處所是否主要
賣酒，相信業界能清楚所屬類別。食環署副署長黃淑嫻
表示，當九成業務屬於賣酒便受新例規管，執法時不會
混淆。至於超級市場及便利店並非主要售酒及供人就地
享用，故不受規例規管。

酒客說慢老闆怨太急
2日晚灣仔酒吧區雖然仍有人流，但人氣不及從前，

有顧客對關閉酒吧表示“預咗”。王先生說：“我反而

覺得（政府）做得慢了，一開始要早些預見到，不用等
這些事情（感染群組）發生後才做，好像斬腳趾避沙蟲
般。”有酒吧老闆則表示理解，最近生意大跌五六成，
但認為政府的新措施推行得太急，無足夠時間應對。
酒吧業協會反對特區政府的決定，質疑為何不關閉

全港所有食肆，而只關閉酒吧，並要求政府賠償酒吧員
工八成薪金及兩星期的租金損失。

K場夜店三違規被勸喻
自1日下午6時起要求卡拉OK、麻雀館及夜總會

停業14天，陳肇始表示，截至2日凌晨零時，警方及食
環署已巡查98間卡拉OK及夜總會，發出3次口頭勸
喻，另外亦巡查了3間戲院、24間麻雀館和8間派對房
間，並無發現任何違規情況。食肆方面，單是食環
署已進行逾1.3萬次巡查。

昨夜杯中盡 今夕門上鎖
涉釀本地四代傳播 酒吧業停運14天

■■食衛局局長陳肇始食衛局局長陳肇始（（中中））出席記者會出席記者會，，解釋酒吧納入關閉解釋酒吧納入關閉
1414天的場所天的場所。。左為食衛局副秘書長陳偉基左為食衛局副秘書長陳偉基，，右為食環署副署右為食環署副署
長黃淑嫻長黃淑嫻。。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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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新冠肺炎確診
個案飆升，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中文大
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指出，本地個案七成
也與飲食、娛樂場所有關，“限聚令”有效控制疫
情，認為未來一個星期如果本地個案仍持續，限聚
令有機會需要延長。

香港過去大半個月以來，七成新增確診個案也
有外遊記錄。許樹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最擔心是3
月19日前由外地返港人士並非每日也要家居檢疫，
加上有近1.2%病人並無病徵，認為有可能將病毒帶

到社區。在3月11至18日回港人士中，有196人返
港後確診，潛伏期雖已過，但他認為仍未可放心，
指出始終有群組在社區出現而未找到源頭，會否有
更多群組，相信本月中左右會較清晰。

跌至個位數可撤銷
另3個群組昌隆、荷李活道及卡拉OK更未知源

頭，但合共有10多人確診。許樹昌認為，現時限聚
令實施未夠一周，要看看這14天個案是否有下降趨
勢，若確診個案仍上升，群組亦大量湧現，限聚令有

可能需要延長。他說，如果到月中每日確診數字跌至
單位數，則可考慮取消現有措施，但若有大量本地感
染群組出現，就要加強措施，或要如外國實施社交戒
嚴。

近期本地感染群組，最少有4個未知源頭，其中
酒吧及樂手群組最多人染疫。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
中心總監何栢良估計，源頭最大可能是其中二人，包
括626號個案酒吧職員，他與樂隊成員住宿舍，上月
9日在菲律賓返港但並無病徵；一個則是在上月10日
最早發病酒吧的職員。

許樹昌：倘本地感染持續延長限聚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衛生防護中心2日表示，2日確診的
37名新冠肺炎患者中，有30人也有外
遊記錄，其中一名新增確診者，曾經
在私家醫院的普通病房停留十餘個小
時，衛生防護中心將跟進同房病人的
情況。

第七百六十七宗個案是一名64歲
女子，她3月 6日至15日曾到訪歐
洲，返港後於3月23日開始感到不
適，3月30日因嘔吐曾入住浸會醫院
十多個小時，而她當時入住醫院的普
通病房，後來病人因肺部感染，被送
入伊利沙伯醫院後才確診染疫。衛生
防護中心表示，正就事件與浸會醫院
跟進其同房病人的情況。

新增確診者中有17人為回港的留
學生，當中有個案與先前確診者相
識，如第七百八十三宗是英國留學
生，其一名確診朋友（第六百九十五
宗）亦在英國留學；第七百九十宗個
案與早前兩名確診者是室友，亦同留
學英國；而第七百九十八宗是七百一
十四宗的父親。

另外，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
（質素及標準）劉家獻表示，一名在
屯門醫院內科病房工作的護士，其深
喉唾液樣本檢測初步呈陽性反應，將
會入院。她自3月9日起休假，沒有
上班，亦沒有照顧任何涉及新冠肺炎
的病人，其在3月13日到22日曾到英
國倫敦，回港後接受強制檢疫，現沒
有病徵。

第七百七十四宗個案的54歲男
子，則與早前空手道運動員群組相
關。該群組包括香港空手道運動員李
振豪、曾綺婷及周家謙，上月到奧地
利、西班牙集訓及比賽，3名隊員已
先後確診。

2020年4月3日（星期五）4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凌晨曦

劏房首現同樓鄰居傳染

■■灣仔益誠大廈灣仔益誠大廈33樓一周內先後有樓一周內先後有33名住名住
客確診客確診。。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灣仔駱克道益誠大
廈3樓一周內先後有3名住客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源
頭均屬酒吧及樂手群組，上址一名52歲確診劏房女

住客為灣仔酒吧Dusk till Dawn的職員，不但其63
歲丈夫隨後確診，同一單位內另一劏房的61歲男住
客周三（1日）亦證實染疫。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
主任張竹君2日指出，劏房環境狹窄，或令病毒散
播。

益誠大廈是香港首次有同樓鄰居染疫，張竹君
在最新疫情簡佈會上表示，該中心曾到有關單位拍
門，惟無人應門，而該處所內有兩間房疑為劏房，
但劏房內有獨立廁所。

3名先後感染的住戶，是單位內兩間劏房的住
客，最早確診的第四百七十七宗個案的女住客，為
Dusk till Dawn酒吧的職員，其丈夫之後亦染疫（第
五百二十五宗個案），住同一單位劏房、任職私人
司機的男住客（第七百六十宗個案）至周三確診。

大廈外街道昨清洗消毒
張竹君表示，由於現在有關單位內的住戶都在醫

院或者檢疫中心，中心之後會嘗試聯絡業主進入單位
作進一步調查，懷疑由於劏房地方狹小，兩戶人可能
需要接觸一些公共設施，導致傳染病毒。

在早前第四百七十七宗個案確診時大廈已進行

清洗，中心今次未再收集大廈的環境樣本。
益誠大廈貼出告示指，有住戶確診新冠肺炎，

表示清潔公司已安排工人加強清潔及消毒公共地
方。食環署外判工人昨晨在大廈外清洗街道，噴灑
消毒藥水及藥粉，還有穿保護衣的衛生署人員進
入大廈，在3樓走廊及後樓梯噴消毒液，並清潔電
梯及防煙門。

衛生防護中心之後會收集同樓層其他住客的深
喉唾液樣本進行化驗。

■■ 灣仔益誠大廈同樓有灣仔益誠大廈同樓有33宗染疫個宗染疫個
案案，，當局當局22日派員到大廈外清潔消日派員到大廈外清潔消
毒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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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近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根據
《烈士褒揚條例》和《退役軍人
事務部 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關於
妥善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犧牲
人員烈士褒揚工作的通知》精
神，評定王兵、馮效林、江學
慶、劉智明、李文亮、張抗美、
肖俊、吳涌、柳帆、夏思思、黃文
軍、梅仲明、彭銀華、廖建軍等14
名（按姓氏筆劃排序）犧牲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一線人員為首批烈士。

崇高精神永垂不朽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中

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
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在以習

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廣大醫務人員
和防疫工作者英勇奮戰在疫情防控工作第一線，為堅決打

贏湖北保衛戰、武漢保衛戰作出了突出貢獻，湧現出一大批可歌可
泣的先進典型，王兵等14名同志就是其中的優秀代表。

“烈士”是黨和國家授予為國家、社會和人民英勇獻身的公
民的最高榮譽性稱號。首批評定的14名烈士，有的是直接參與一
線救治工作的白衣戰士，用生命守護生命，以大愛詮釋醫者仁
心；有的是始終堅守在疫情防控一線的公安幹警，以生命踐行使
命，用熱血鑄就警魂；有的是用真心真情幫助解決群眾生活困難
的社區工作者，用生命書寫擔當，用愛心守護家園。他們是新時
代最可愛的人，他們的崇高精神永垂不朽！

不懼危險以身殉職
新華社受權發佈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犧牲烈士簡要情況》

中，武漢市中心醫院李文亮醫生的介紹中寫道“李文亮同志不顧個
人被感染的風險，仍然堅守一線崗位，2020年1月6日在收治一名患
者時不幸感染新冠肺炎，他在住院治療期間表示，康復後要再投入
抗擊疫情戰鬥中，表現出醫者仁心、不懼危險、救死扶傷的優秀品
質，2月7日經搶救無效以身殉職。2020年3月被國家衛生健康委員
會、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追授為‘全國衛生
健康系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進個人’。”

華春瑩指出，中方一貫高度重視在華外國公民的生命
安全和身體健康。疫情發生以來，中方積極為在華

外國公民的防疫和生活保障提供協助，對於在華感染了
新冠肺炎的外國公民也一視同仁地進行救治。同時，所
有在華外國人都應該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
防治法》等相關法律和各地疫情防控的相關規定。

叫囂“中國人出去”
“我想中方的有關舉措和規定，對所有在華人員、

中國公民和在華外國公民都是一視同仁的。”華春瑩
說，“對於那些拒絕執行防疫措施、擾亂防疫秩序、危
害公共健康和安全的外國人，中國有關部門將依法追究
其法律責任。”
4月1日，山東省青島市嶗山區某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排隊檢測核酸時，有三名外籍人士強行插隊。在遭到正
常排隊市民譴責後，一名外籍人士搶過中國居民手中的
單據並扔在地上，還叫囂“中國人出去”，引起民眾強
烈不滿。嶗山區2日就此事回應稱，公安機關對涉事外
籍當事人依法依規進行批評教育，警示其要嚴格遵守中

國法律，自覺遵守社會公共秩序，執行疫情防控有關規
定。當事人對此表示誠懇接受，並就其不當言行向公眾
致歉。

不配合治療暴力傷醫
廣州市警方4月1日接到報警稱，該市一醫院內有

一名外籍新冠肺炎確診患者不配合治療，並將一女護
士打傷。廣州市衛健委2日就此事回應說，對這種暴
力傷醫行為表示強烈譴責。有關負責人已第一時間前
往醫院看望慰問受傷護士及其親屬，醫院迅速組織有
關專家（包括心理醫生）對受傷護士進行會診，為該
護士做了有關項目的檢測，暫未發現異常。醫院安排
醫務人員24小時陪護，目前該護士情緒穩定。廣州警
方已對打傷護士的該名患者作為刑事案件調查。
此外，在北京一名坦桑尼亞籍男子不配合社區疫情

防控措施，已被北京警方要求限期出境。中共北京市委
宣傳部副部長徐和建2日在發佈會上表示，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沒有例外。任何違反防控政策規定的人，無論
是誰都要依法嚴肅處理。

中中國國疫疫情情最最

新新
數數
字字

3,322相比4月1日：+4
累計死亡病例：

現有重症病例： 379

尚在醫學觀察
無症狀感染者

相比4月1日：-48
當日轉為確診：7 當日解除隔離：101

1,027：

累計境外輸入：

累計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病例

8181,,620620

870相比4月1日：+29

註：截至4月2日24時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衛健委

李文亮等14名前線犧牲者
被評定為首批烈士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網站消息，針對山東青

島、廣東廣州發生的外國人在華擾亂防疫秩序事

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中方將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華春瑩表示，注意到網上有一些這方面的報道，“坦白地

說，看到這類報道心裡是非常難過的”。

��(���

外籍人士擾防疫 中方將依法究責
涉青島檢測強插隊和廣州打傷女護 引發輿論嘩然

世界政黨共同呼籲：加強國際合作打敗病毒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共產黨同

世界上100多個國家230多個政黨2日聯合發出共
同呼籲，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對人類衛生健康及世
界和平發展構成最緊迫和最嚴峻的挑戰，各國應
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採取果
斷有力措施遏制疫情蔓延，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
意識，加強國際合作，相互支持和幫助，匯聚全
球資源和力量，堅決打敗病毒這一人類的共同敵
人。
共同呼籲指出，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範

圍快速蔓延擴散，各國要根據本國國情制定緊急
計劃和舉措，動員全社會力量共同抗擊疫情。中

國等一些國家疫情防控已經取得重要進展，為其
他國家應對疫情贏得了時間、積累並分享了經
驗，也為各國戰勝疫情提供了希望和信心。

反對將公共衛生問題政治化
共同呼籲鼓勵各國統籌做好疫情防控和經濟

社會發展，採取特別措施保護脆弱群體和中小企
業，努力維護人民生活水平和社會發展進程。同
時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維護全球金融市
場、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減免關稅、暢通貿
易，防止世界經濟衰退。

共同呼籲強調，病毒無國界，人類命運與共，

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越是困難的時候越要
相互支持和幫助，反對將公共衛生問題政治化，抵
制借疫情對他國搞污名化、歧視特定國家、地區和
民族的言行。各國政府應採取積極措施保護外國僑
民、留學生的健康安全和合法利益。

樹立共商共建共享治理觀
共同呼籲指出，各國應進一步樹立共商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支持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
在全球公共衛生治理中發揮領導作用，加強二十
國集團等框架下的協調合作，努力打造人類衛生
健康共同體。

發表共同呼籲的世界政黨承諾在這一特殊時期
保持密切溝通交流，發揮好政治引領作用，為全球
抗疫鬥爭注入政治動力，相信疫情過後人類命運共
同體將更加牢固，人類的未來將更加美好。
這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世界主要政黨首次

就國際抗疫合作發出共同呼籲。參與發表共同呼籲
的政黨來自全球五大洲，包括主要國家的執政黨、
參政黨、重要在野黨以及政黨國際組織，涵蓋了左
中右不同意識形態的政黨，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世
界主要政黨通過發表共同呼籲表達攜手合作、共克
時艱的政治意願，對於全球凝聚民心、匯聚力量、
共抗疫情具有重要的引導和推動作用。

■一名外籍新冠肺炎確診患者不配合治療，並
將一女護士打傷。 網上圖片

■青島嶗山區某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排隊檢測核
酸時，有三名外籍人士強行插隊。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於3月14日整版報道網友微博
寄語李文亮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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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来生我就不结婚了，做个不

婚主义者，给别人留个对象！婚姻这东

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结婚又太费事，

而且费钱。

婚礼办得热闹，差点没把一家人累

倒，美其名曰办婚礼，我看就是伺候别

人吃饭，还得给所有人鞠躬、倒酒，新

亲不好伺候，朋友净想闹洞房，钱没少

花，罪没少遭。

我等于娶了爱情，也等于裸婚，结

婚也没买房，比起好多朋友我花钱还算

少的，有的朋友买房才结婚，结一次婚

几乎花光家里积蓄，当然有钱人除外。

结婚后就开始过日子，夫妻经常吵

架，恋爱时没觉得——婚姻就像牢笼，

把俩人圈在了一起，想离婚时也不敢离

，无数次平静下来心想——凑合过吧！

这不是玩笑话，单身时一直渴望有

一个伴侣，结婚多少年后才发现爱情有

保鲜期，但也有变质的时候，感情被日

子压得喘不过气，啥是浪漫啊？很羡慕

那些不管结婚多少年还能天天说“我爱

你”的夫妻，但我深度怀疑是真的吗？

以前非常不理解不婚主义者，如果

不结婚，这一辈子岂不很不完整？我身

边没有不婚主义的人，这群哥们都对婚

姻充满了渴望，有的跟我一样也早结婚

了。

其中有一位没花多少钱，本尊长得

帅，娶了一位富家千金，房子是老丈人

给买的，彩礼钱才给几万，老丈人家又

“倒贴”了三十万，婚后不愁吃不愁穿

不愁住，实在令人羡慕。

剩下的几位哥们都比我惨，结一次

婚各种困难，结完婚都等于负债累累，

不说别的，家里有钱有几套房还行，但

普通老百姓家一辈子能攒多少钱啊，有

几十万积蓄，买一套房就没钱了。

这还只是结婚伊始，婚后马上就得

面对现实，有的艰苦奋斗再加上时来运

转，挣钱了，生活可以轻松一些了；有

的就倒霉了，有一位哥们，结婚后生活

压力太大，贫贱夫妻百事哀，小两口经

常吵架，婚姻本身才是爱情的试金石，

没过几年就因为各种矛盾离婚了。

好多人一心盼望结婚，结婚后却发

现彼此性格不合、三观不合……早干嘛

去了，只怪也没结过婚根本没有经验啊

，只有结过婚才能有一些心得。

我的一位阿姐离婚后也不想再婚了

，她有点恐婚，从一段非常不幸的婚姻

里解脱出来，心却未能再次绽放，她说

，我没想过我会离婚，也没想过自己的

婚姻这么不幸，我对婚姻充满了渴望，

最后“幸福”对我而言却变成了奢望，

不想再婚了，遇到不合适的人活着太心

累，一个人啥也不用想。

结婚、离婚、不婚，其实都是每个

人自己说了算的事情，幸福的人无法理

解不幸福者的痛苦，不幸福的人也想幸

福的活着。

但我之所以说下辈子不结婚了，这

辈子还是不敢轻易离婚！

媳妇对我挺好，是夫妻哪有不吵架

的！有时候想离婚，可是不敢离离不起

也不能离啊，她跟我都选择坚持下去，

互相理解、互相妥协，如果没有“互相

”二字，婚姻会很难。

一辈子有个伴儿，应该是幸福的，

婚姻越久越觉得她不可割舍，时常也会

做噩梦——因为一些累积的矛盾真离婚

了，在噩梦中惊醒，发现她在枕边酣睡

，赶紧紧紧拥抱她，别让她跑喽！

贫穷的日子没能拆散一对小夫妻，

手里有点钱就更加珍惜幸福，但幸福的

婚姻也有烦恼，十几年、几十年习惯了

有她陪伴，既盼望白头偕老，又害怕有

一个人先离开。

因此太长远的未来咱也不敢想，珍

惜今天才是最重要的吧。她不是多么美

丽我也如此平凡，误打误撞撞进了彼此

的心房，有一天说结婚吧就稀里糊涂结

婚了，彼此在彼此的心房住下了就赖着

不走了——回想婚后这么些年，像浮萍

一样无依，能依靠的只有彼此，努力活

着，抱团取暖，不再害怕，生了胖娃娃

，盼着孩子快点长大……

人有来生吗？先珍惜此生再说吧，

下辈子坚决不结婚了，至于这辈子，还

是要珍重彼此！婚姻是爱、责任、缘分

的结合体。遇见一个真心爱人本来就好

不容易，结婚后就更需要坚持，即使真

不想过了也坚持一下，想想一起走过的

日子……祝有情人白头到老，恩爱一辈

子！

下辈子，我就不结婚了

古语曰：“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当局者迷旁

观者清。”当我们面临一些重大选择的

时候，多听听自己身边人的建议，始终

是好的。

就拿婚姻这件事来说吧，我们就应

该多听听父母的意见。

可有些人认为，自己和父母之间是

存在“代沟”的。他们的看法，是有些

“落伍”的。自己的婚姻应该自己说了

算。

你的这些想法，从自己的角度来说

，似乎是没有什么问题。但你要明白：

你父母会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你的婚姻

，特别是对你的结婚对象。他们从旁观

者的角度，或许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而正是因为他们

的视角不一样，

所以才会给出不

同的建议。而你

听取了这些意见

，也会对自己的

婚姻有一个完整

的认识。

婚姻是人生的大

事，选择之前就

需要综合考虑各

方面的因素。俗

话说：“兼听则

明。”在这种人生大事上，还是要多听

听他人的意见。

致女人：决定结婚之前，多听听父

母的意见。结婚之前，父母肯定是要知

道的。而他们也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只

是，很多时候有些女人不愿意听罢了。

其实，做父母的是希望你过得幸福

。而且根据他们的经营，他们对未来女

婿的看法或许会有所不同。

你和这个男人或许是恋爱了那么久

，彼此的感情也不错。但那是你自己的

感觉。而你的父母，他们不会去关心这

些。他们会从其他方面来考察这个男人

。

比如，你的父亲就会从男人的角度

来审视未来的女婿。而你母亲，会通过

她的角度去仔细考察这个未来的女婿。

而他们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最终他

们或许会给你一些你不愿意听到的意见

。但他们都是为了你好。

当然，有些父母也会故意破坏。但

若这个男人真的不错，我想做父母的也

不会阻拦吧。

所以，对于女人来说，自己的婚姻

大事虽然是该自己说了算。但你父母的

意见，最好要多听听。

女人，决定嫁人之前，你要听听父

母的看法。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尊重

父母。也是为自己的负责。

因为你和这个男人处于恋爱状态，

有些东西你或许会看不见。这个时候，

就需要真正关心你的人，给你一些建议

。

而这种时候，还有谁比得上自己的

父母呢？

父母始终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过得幸

福的，他们会为你的幸福而考虑。所以

，他们的看法，一般是比较中肯的。

不管你爱听还是不爱听，都要学会

接受他们的看法。

古语曰：“忠言逆耳利于行。”有

时候，对你好的人，才会对你说真话。

而不关心你的人，才懒得对你说真话呢

。

婚姻是人生的大事，不能马虎。而

对于女人来说，嫁人之前就应该多方面

考虑。要知道，还没有结婚很多事是可

以改变的。但结婚后你才意识到错，那

个时候或许就晚了。

决定结婚之前，
听听父母的意见

2020年4月3日（星期五）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凌晨曦

50萬份健康包 情暖海外留學生
中國外交部統一調配 當地學聯負責分發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2日在中國國務院
聯防聯控機制發佈會上表示，外交部正向

中國留學生比較集中的國家調配50萬份“健康
包”，包括逾1,100萬個口罩，50萬份消毒用品
和防疫指南等物資。

民航局副局長呂爾學介紹說，按照最新運
輸計劃，為海外中國留學生準備的首批逾30萬
份、約300噸“健康包”物資將於4月10日完成
運輸。他表示，截至本月1日，已向意大利、美
國、法國、英國、德國、韓國、加拿大共7個國
家運送“健康包”物資116噸。

張同學是德國“波鴻學聯”的學生工作
者，“波鴻學聯”是受到中國駐德國大使館承
認和支持的公益性機構。

德物資緊張 海關限制嚴
作為此次所在地區的口罩派發員之一，張

同學表示，此次分發“健康包”可謂雪中送
炭。“由於現在德國抗疫物資資源緊張，加上
海關的限制，許多同學即使有國內的郵寄渠
道，也未必能及時收到物資。所以這次的‘健
康包’真的及時。”

“因為領館很難將所有物資發到每一個人手

中，所以各地的分發是由我們本地學聯來做的，
可以更直接地將物資發放到留學生的手中。”

上周六，中國駐杜塞爾多夫總領館分配的
第一批抗疫物資到達德國波鴻市後，“波鴻學
聯”立即就如何將抗疫物資分配給波鴻的留學
生召開了會議，進行流程安排與工作分配。經
過商討，物資分發將分兩日進行，通過信箱投
放的無接觸配送以及定點發放兩種方式進行。

“因為我們這裡有半數以上留學生居住在波
鴻大學校區附近的學生宿舍，所以這部分同學在
報名後，分發物資的學聯志願者會將‘健康包’
直接投放至個人信箱中，這樣也避免了交叉感
染。其他居住在非校區的同學則是要在定點的時
間和地點領取，領取時要出示學生證件。波鴻地
區共有6個領取口罩的定點，整個過程還是非常
便捷的。”

另外，張同學表示，“留學生群體在疫情
期間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他說，不得不承
認，少數留學生在網絡上、或是在歸國途中確

實有不良的言行，而“留學生群體在國外還要
承受來自一些歐洲居民的指控”。

他呼籲，國內外都要對留學生群體有一個
理性的認識，不要因個別現象產生對整個群體
的誤解。“在我看來，我們是一個愛國的、充
滿熱心的群體。我們積極組織德國各地的‘反
港獨’遊行，為祖國母親發聲；在國內疫情爆
發期間，我們積極組織各地華人向國內災區捐
獻抗疫物資，這些都是最有力的佐證。”

留英學生：現最缺消毒液
已經收到“健康包”的意大利佛羅倫薩美

院學生呂凡表示，當地已經買不到任何防疫物
資，收到這份祖國的禮物簡直太溫暖了。“出
了國才發現，祖國真的是最強大的後盾。”

英國拉夫堡大學倫敦校區在讀研究生左瑞
帥則表示，已經遞交了“健康包”申請，目前
還在等待學聯的統一發放，“現在最急缺的是
消毒液”。

“‘健康包’讓很多同學覺得祖國

沒有忘記海外的留學生們，我們拿到

‘健康包’都覺得非常溫暖。”正在德

國留學的張同學這樣說。近日，不少留

學生將收到的“健康包”在網上展示，

其中還有一些附贈了鼓勵寄語如 “細

理遊子緒，菰米似故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朱燁、凱雷 上海、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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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山東赴英聯合工作
組（下稱“山東工作組”）視
頻看診前，在英國留學的小欣
已經低燒了 10 天，攝氏 37.5
度，打噴嚏、鼻塞、咳嗽。

接到小欣的求助後，工作組專家的兩名
成員——山東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肺病科主
治醫師沈寧和山東師範大學心理學院副書記
劉海江為她開通了視頻看診。

小欣說，聽完她詳細介紹病情後，沈寧
給她做了初步的分析，認為是受涼感冒，不
是新冠肺炎。讓她多喝熱水，且注意休息，
等待大使館的“健康包”。劉海江也一再安
慰她不要擔心，為她做了一些心理疏導。

“中午問診，晚上燒就退下來了，攝氏
36.9度了！”小欣說她按照醫生的叮囑，喝
了很多熱水，1日早晨起來體溫已經正常了。
此前，因為沒有任何藥品，加之英國當前疫
情，小欣獨自承受着身體和精神的煎熬，國
內的父母也心急如焚。

“沒有想到這是國家派來慰問在英國的
華人華僑和留學生的，倍感溫暖。”小欣
說，她沒想到能得到山東工作組專家們的視
頻看診。“國外的留學生群體很團結，學聯
的同學及時在群裡傳達大使館的消息，也會
及時給大家更新‘健康包’的相關信息。”
小欣說，她現在最期待“健康包”。

愛丁堡大學的小西和謝菲爾德大學的阿
凱也都在期待“健康包”。聽說“健康包”
裡有口罩、連花清瘟膠囊、溫度計、一次性
手套等防疫物資，小西說，這些物資對留學
生來說都是必需品，在當地已經買不到了。

小西說，這兩天她一直關注中國駐英國
大使館和山東工作組為留學生舉行的多場在
線慰問交流會，承載500人在線交流的視頻會
議室被留學生們“擠爆了”。聽見中國駐英
國大使劉曉明在視頻裡說將向留英學子發放
大約20萬個“健康包”，小西說，同學們都
有了安全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春麗 濟南報道

��$

■■中國駐意大利使館發放的中國駐意大利使館發放的““健康包健康包””中有口罩中有口罩、、
蓮花清瘟膠囊蓮花清瘟膠囊，，還有還有““細理遊子緒細理遊子緒，，菰米似故鄉菰米似故鄉””
的毛筆字紙條的毛筆字紙條。。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留學德國的張同學在定點幫助派發防疫物資留學德國的張同學在定點幫助派發防疫物資。。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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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凌晨曦

匯控董事憤怒：“如被槍指嚇”
英監管局代撰聲明 高層傳討論遷冊 匯控及渣打4月1日愚人節

當日宣佈，因應英國監管當局
要求，暫停派發原屬股東囊中
物的2019年末期股息，消息震
撼市場。2日外電更大爆內幕，

指英倫銀行還迫令匯控等，取消今年的派息，英
倫銀行的干預令到匯控一些董事會成員和高層感
到震怒，要求集團重新考慮遷冊回香港。

英監管不確定加劇 港可預測
匯控屈從英國的監管壓力而叫停派息，有分

析指出，這一方面是要銀行保留更多現金，應對
疫境，是防範出現系統金融風險的審慎之舉；但
另一面，也等於說，英國的銀行需支持英國的經
濟，並以英國的企業及國民放貸為首要考慮，股
東的利益“靠邊站”。英倫銀行甚至還要求銀行
今年不要向高級管理層派發花紅。

這些決定出自一向奉自由市場為圭臬的英國
所發出，無疑突顯了匯控的投資者，同樣需要面
對英國“有形之手”干預的政策風險。市場人
士認為，相對而言，香港金管局的可預測性較
高、干預市場運作的機會極低，在規避政策干
預的風險下，匯控應再考慮遷冊回港這個問
題。

亞洲股東數目已超英國股東
美銀美林的研究報告就指，匯控的亞洲股東數目

已超越英國的股東，而在英國脫歐及金融危機之
後，英國已經不再是機構風險敞口的場所。匯控在
英國註冊變得更加不合時宜，認為倫敦監管不確定
性加劇，將令市場開始重新討論集團的遷冊問題，
因為香港的監管已被證明保守及可預測。

匯控今次遭英國迫令取消派息，引發了投資界的
高度關注及口誅筆伐，有外資的基金從業員更指
出，同樣需面對政策風險的內地銀行，其息率及盈
利前景都較匯控佳，而內地也未曾干預過內銀的派
息，哪為何還要繼續投資匯控。若匯控不重新考慮
遷冊的問題，實難以向廣大股東交代。

港貢獻巨 大灣區成業務重心
其實，匯豐作為本港最大且歷史悠久的銀

行，在港僱員達3.1萬人，佔整個集團13%人手，
但卻貢獻匯控去年列賬基準稅前盈利達115.14億
美元，佔集團整體列賬基準稅前盈利198.9億美元
達58%。反觀英國業務，去年只為集團貢獻17億
美元。此外，在註冊股東中，有28%是來自香港，
11%是內地股東，亞洲區的股東比例相信遠超英國
股東。

此外，匯豐未來的業務重心亦放在大灣區和
東南亞。故此，匯控繼續在英國註冊，接受英國
法例的監管，都已經不合時宜，今後或許會做出
更多對多數亞洲股東不利的決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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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匯控等7家英資銀行停派息風波鬧

大，外媒2日大爆內幕，指英倫銀行旗

下英國審慎監管局（PRA），不單限時

要求各銀行接納當局的建議及發表不派

息聲明，甚至還替它們草擬了聲明初

稿。報道指，匯控一些董事會成員和高

層對此感到憤怒，形容有如被槍指嚇，

要求集團重新考慮遷冊回香港。匯控2

日則回應指，該行無討論過檢視總部所

在地，也沒計劃啟動相關討論。匯控股

價再跌2.63%，惠譽並將匯控的評級由

穩定下調至負面，以反映疫情對經濟打

擊，令該行下行風險顯著增加。

包括匯控、渣打在內的7間英國銀行日前齊
齊宣佈年內暫停派息，而英倫銀行旗下英

國審慎監管局（PRA）致函7大銀行施壓的信
件亦曝光。外媒報道指，在各大銀行決定年內
不派息不回購後，PRA再發函要求各銀行取消
派發2019年的末期息、停發高層現金花紅及調
整應計款項等，並要求銀行在3月31日限時前
答應要求，如果銀行不執行，當局將考慮使用
監管權力。

初稿內容與匯控聲明相似
PRA更為各大銀行草擬了不派息的聲明初

稿，作為它們發表聲明時參考。從曝光的信件
看，PRA的初稿內容與匯控1日發表的聲明相
似，指董事會同意今年不派息不回購的決定。
PRA在聲明中提到，在最近壓力測試中，當地
銀行資本水平強勁，相信足以應付全球經濟嚴
重衰退以至金融市場動盪的影響，雖然決定令
股東未能獲派股息，但強調銀行在經歷經濟動
盪時需要就支援經濟發揮獨特作用，以及當局

採取的特殊措施中，有關決定是明智的預防措
施。

匯控回應：無意重研遷冊
英國《金融時報》2日引述消息人士指，匯控
董事會及管理層對英倫銀行的上述干預行為極
為不滿，形容英國監管機構猶如“揸着槍指嚇
董事會”，當中有人稱：“英方如把槍口放在
管理層的頭上，這實在太差勁（For the regula-
tors at the Bank of England to put a gun to the
head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s terrible）。派
息與否是由我們決定，我們不應該待在英國，
要求遷冊的聲音開始增加了。”其中一位有支
持返港的高層表示，即使集團業務穩健，英方
仍然有如此決定，明顯是要匯豐“示弱”，這
個要求實在令人非常懷疑。消息人士指，英倫
銀行要求銀行暫停派息，是希望節省資本，在疫
情下有足夠貸款“救國”。
匯控發言人2日則回應稱，該行沒有討論

過檢視總部所在地，也沒計劃啟動相關討論。匯

控主席杜嘉祺在周三的電話會議中，被問到有關
遷冊問題時，他指集團現時無意遷冊。

傳曾致電平保等股東解畫
匯控叫停派息後，有傳杜嘉祺曾致電多名主
要股東，解釋不派息決定，包括第二大股東平
保）董事長馬明哲。而內媒報道指，平保表示
已經關注到有關信息，又指公司對匯控的投資
佔平安險資總投資比例不到2%，暫時不分紅的
影響可控。
匯控1日大跌一成，2日再跌2.63%，收報
38.9元。惠譽2日下調匯控評級至負面，該行預
期，疫情將會拖累今年環球經濟大幅下跌，料
英國今年經濟將收縮4%，雖然英國監管機構先
後向私營企業推出支援措施，但相信銀行資產
質素將會減弱、盈利受壓、貸款撥備增加，以
及淨息差亦將受壓。不過該行亦認為匯控的財
政狀況仍穩健，而核心盈利、資產質素、資本
化比率均表現強勁且遠高於監管要求，相信匯
控有空間可以消化財務轉壞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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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倫銀行旗下英
國審慎監管局代撰
的不派息不回購
股份聲明。

■英倫銀行旗下英國
審慎監管局致函匯
控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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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舉行記者會說明疫情，
發言人莊人祥說，奧捷團同團者共17人，目前確診6人，其中1
人死亡，而案61、72因症狀嚴重目前還在加護病房治療，因高
度懷疑其餘團員也有感染情形，現已追蹤到2人要求就醫檢查及
採檢，經肺部X光檢查發現有肺部浸潤情形，剩餘9人都在追蹤
要求就醫採檢。

莊人祥表示，先前有相關研究指出，此疾病在發病前期或發
病時傳染力最高，研判病毒在身上應有醞釀一段時間，如有肺炎
症狀代表可能已感染很久，目前先待團員採檢結果出爐。

針對奧捷團又有2名團員出現肺部浸潤，會不會擔心是無症
狀感染者？指揮官陳時中表示，這是指揮中心擔心的問題，所以
才要採取一些行動，幾個旅行團都讓人擔憂，不論是有症狀、無
症狀、後來才出現症狀，都會擴大篩檢、追蹤。

國外有專家建議居家檢疫、隔離應延長45天，對此陳時中
說，社會成本無法這樣子做，而且證據也不夠，但有些個案還是
會很小心，（武漢肺炎）從頭到尾症狀一直變，這跟SARS情況
不同。

陳時中指出，SARS一開始大家很恐懼，結果到一定時間證
據清楚，發燒是明確的界線，控制就容易；這（新冠）病毒一直
變，一開始有發燒、呼吸道症狀，後來有單獨存在可能性，接下
來還有味嗅覺喪失，前面的入境者都沒有，後來回來的才越多
（味嗅覺喪失），不知道是以前沒有注意，沒詢問到病史，現在
有1成比例，腹瀉症狀也慢慢被注意。

有症狀到底該不該主動通報？ 陳時中
：一定要清楚告知

此外，同屬奧捷團的案338，在居家隔
離期間已有咳嗽、腹瀉等症狀，但未回報給
關懷人員，有無隱匿情形？指揮中心疫情監
測組組長周志浩說，這是認知的問題，案
338有經常性咳嗽，因此這次咳嗽與長期認
知是一樣的，也沒有嚴重的傾向，因此無法
苛求民眾，但仍提醒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者
若有身體異狀，應向關懷人員反映。

陳時中則說，這一點相當困擾，因為每
個人對自覺症狀的描述有很大的差異性，常
常是 「想當然爾」，如果沒有特別嚴重也就
忽略了，呼籲民眾不要自行判斷，身體有異
常症狀應讓專業人士判定，不要認為 「不用
說、不要緊」，一定要清楚告知，切勿自己
判斷，才能讓誤差減到最小。

妻隔離期間偶爾腹瀉 陪夫就醫才因接觸史判定須採檢
案338的妻子案341也於今天確診，她3月25日在居家隔離

偶爾腹瀉，但她認為是只是吃壞東西，對症狀的認知比較不一樣
，後於3月30日陪先生回診時，經醫師詢問接觸史等，由醫師判
定需採檢，因此2人先後確診為陽性。

此外，案338於居家隔離解除後確診，是否為國內首例？莊

人祥說，案338並非首例，3月28日公布的案275（40多歲女性
）3月2日至6日曾至澳洲，但因同班機有確診患者，案275返國
後於3月6日至17日居家隔離，3月13日出現流鼻水症狀並通報
關懷人員，但關懷人員認為應無問題、要求個案在家休息。

莊人祥說，案275於居家隔離期滿後，3月18日又出現嗅覺
異常症狀就醫，當時並未採檢，但由於症狀並未好轉，直到3月
24日再度就醫經採檢通報，3月28日確診。

【奧捷染疫團】6人確診領隊亡

再增再增22人人 「「無症狀無症狀」」 卻肺浸潤卻肺浸潤

（中央社）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日前公布社交距離指引之
後，引發各界熱烈討論。中心指揮官陳時中今（4/3）表示，最
近大眾運輸系統乘客大多都戴口罩， 「這是好現象」，進入捷運
、雙鐵系統若未按勸導戴口罩，可按《傳染病防治法》開罰3000
到1萬5000元。而高鐵稍早已宣布即日起配合實施並通知警方執
法，台鐵晚間也宣布即刻實施。

陳時中今在記者會說，在大眾運輸上，這幾天都是人多的狀
況，看到大家都戴口罩，這是好現象，不過仍看到相對極端的狀
況，所以為讓執行能更有效率，在大眾運輸上無法有效達成社交
距離， 「我們要求戴口罩，不管要進捷運、高鐵，沒有戴口罩予
以勸導」，不聽勸告可依《傳染病防治法》開罰3000到1萬5000
元；至於有極端個案擾亂行為，會根據《社會秩序維護法》處分
。

開罰流程為何？副指揮官陳宗彥說，高鐵、台鐵這幾天執行
勸導時遇到旅客忘記戴口罩或沒有準備口罩，站內人員會先引導
旅客到鄰近便利商店購買；至於開罰，交通部會做為主政機關，
所有交通運輸業都是他們主管，像高捷、北捷、機捷與地方政府
有關，高鐵、台鐵也有相關機制執行開罰。

是否針對客運、高鐵、火車上禁止飲食？陳時中表示，當然

希望不要吃，因有飛沫傳染問題，但萬一有糖尿病、有低血糖等
況狀，建議身上帶幾顆糖，有狀況就使用。

台灣先設社交距離而非先封城 陳時中：提高戒心、超前準
備

至於社交距離，許多國家都是封城之後才有相關規定，我國
是否因憂心境外移入產生破口？陳時中表示，當然擔心有破口，
如果沒有破口就不用有相關準備；他說，很多國家都是封城後做
（社交距離），但封城後做就來不及了，這是超前準備，不能完
全認為社區內一個（感染者）都沒有，在世界大流行中會有很多
情況，要如何保護好自己，做到不要到封城。

陳時中表示，會封城就是有大區域傳播、多發性的很多地方
有確診，目前國內沒有，但要提高戒心，所以才會說要有社交距
離，防疫從個人做起。

台鐵：昨板橋、員林各1名旅客因發燒遭拒載
交通部已下令4月1日起台鐵、高鐵及客運強制旅客全程戴

口罩，雙鐵昨有948名旅客未戴口罩，勸阻後皆配合補買。指揮
中心今更宣布，若不聽勸可依《傳染病防治法》開罰3000到1萬
5000元，對此台鐵表示，台鐵局已訂SOP因應，目前旅客均能
配合，如遇執意闖入者，將請路警或地方派出所派員協助處理，

並得依據傳染病防治法開罰。台鐵晚間也宣布即刻起實施。
高鐵公司則表示，高鐵各車站及列車上若發現旅客不配戴口

罩，且經勸導後仍不配合者，高鐵公司將通報鐵路警察協助處理
，並配合鐵警調查、依相關法令裁罰，即日起實施，敬請旅客配
合遵守規定，共同自身及大眾健康安全。

雙鐵4月1日起對進站旅客實施全面量測體溫並要求乘車配
戴口罩，根據雙鐵統計，昨實施第2天，雙鐵共有948名旅客未
戴口罩就打算乘車，在雙鐵勸導下，皆配合到車站內超商或藥妝
店購買後乘車，並未發生勸導不聽情況。

台鐵統計，昨有2名旅客分別在板橋站、員林站因體溫超標
遭拒絕乘車，另有693名旅客未戴口罩，台鐵協助其在站區內超
商、藥妝店購買布口罩後乘車，旅客均可配合，各站未聞有爭吵
情事發生。

高鐵則統計，昨有255位旅客因不清楚相關規定，到站時未
配戴口罩，約佔整體旅客0.21%，經高鐵站務人員說明相關規定
後，旅客大都能配合至車站便利商店購買口罩配戴後，順利進站
乘車。另昨日無體溫超過攝氏37.5度遭婉拒搭乘的旅客。

（中央社）清明連假第二天，南下墾丁或往花東的車流較昨
天少了些，但上午8時以後經過省道台1線水底寮段的車流，每
小時都逾2千輛次，警方見南下車流湧現，即調撥水底寮段到枋
山加祿堂間約10公里的北上車道為南下車道，並重要路口交通
管控，除了停等紅燈致大排長龍外，車流都能維持時速50公里
以上，相當順暢。

警方統計，今天迄晚上7時，省道台1線水底寮段監視器統
計共有26608輛次，其中車流經楓港繼續走省道台26線往墾丁的
車流有8038輛次。顯示只有不到1/3車流往墾丁，大多數車流逕
往花東而去。

今晚6時後，墾丁大街湧現人潮，沿著大街僅見小吃類的店
，店內外常是座無虛席，至於賣海灘衣、紀念品等小店，遊客顯
得零星，逛街民眾有戴口罩者占多數，不過因人潮摩肩擦踵，欲
保持室外1公尺的防疫社交距離，幾乎不可能。

一位來自嘉義帶著女友逛大街的男子表示，那麼多人，他最
多只能戴口罩，盡量不與旁人碰觸，並相信國人的防疫觀念。

「1公尺，不可能吧！」一位沙灘服飾業者則表示，進店內遊客
不多，如果人多的話，有時會視狀況提醒保持防疫社交距離。

昨天清明連假首日，墾丁大街湧入上萬遊客人潮逛大街、享
受美食，人群擁擠穿梭中，警方也沒閒著，只見警車不是沿著大
街，就是駐守某一點，開啟車上廣播系統，警員說著 「因應新冠
肺炎疫情嚴重，煩請各位民眾在室外保持社交距離1公尺，室內
距離1.5公尺，恆春分局墾丁派出所關心您！」

有網友看到墾丁大街人潮穿梭，在PTT留言指， 「墾丁觀
光人擠人的在想什麼？先前已有228連假前，政府就不停宣導不
要出國，但國人照樣出國玩一波，果真14天後疫情高漲一波。
這次墾丁被人潮塞爆，觀光景點被台灣人塞爆。反觀，我們醫院
急診、負壓隔離病房被前一波228+海龜（指海外歸台者）塞爆
，真xx不勝唏噓，每個同事穿一套隔離裝備汗都濕到內褲」

對此貼文，有人留言 「看到連假各地飯店都客滿，就知道台
灣人鬆懈了」、 「一群不關心時事的人跑去的吧」、 「政府下一
步都到了社交距離這步了，還有人覺得可以在墾丁大街」。

但也有網友回應 「菜市場和大賣場的人潮，也沒好到那裡去
吧」、 「都在國內玩了還想怎樣」、 「墾丁都是開放空間，現在
這階段減少去密閉空間就好了吧」。

恆春分局分局長陳鴻忠表示，昨天他到墾丁大街巡查發現，
逛街遊客約2成客未戴口罩，不過警車廣播籲防疫的宣導沿街播
放，就聽到遊客有人私語 「警方有認真喔！」、 「這招不錯」、
「這是警方防疫超前部署嗎」。

此次肺炎疫情迄今，墾丁地區2、3月飯店、民宿都呈虧損
狀態，在相關業者紛紛打祭出優惠方案下，連福華等全國知名連
鎖集團飯店甚至如同打對折優惠，讓這波清明假期訂房達不錯行
銷效果。

福華飯店表示，假期前三天都幾近滿房。一位民宿業者也表
示，這次假期平均約有6成住房，算很不錯了，希望疫期淡季快
過去，人潮快回來。

墾丁大街人擠人！遊客多戴口罩 離1米逛街 「不可能」

【口罩強制令】搭捷運雙鐵強制戴口罩
陳時中：不聽勸導重罰1.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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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導致東京奧運會被推遲至新冠肺炎疫情導致東京奧運會被推遲至20212021年召開年召開，，而即將於四年後舉而即將於四年後舉
行的巴黎奧運會也被行的巴黎奧運會也被““殃及殃及”。”。近日近日，，巴黎巴黎20242024年奧運會及殘奧會組委會主年奧運會及殘奧會組委會主
席托尼席托尼--埃斯坦蓋在采訪中表示埃斯坦蓋在采訪中表示，，疫情可能會對奧運會的籌備工作產生影響疫情可能會對奧運會的籌備工作產生影響。。

環青海湖自行車賽倒計時環青海湖自行車賽倒計時100100天天

疫情之下大批市民堅持健身鍛煉，體育場上熱鬧非凡！

（中央社）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日前宣布 「社交距離」指
引，台鐵、機捷紛紛要求民眾搭乘務必戴口罩。台灣昨新增確診
者之一是北部社區女保全，且感染來源今仍未釐清。台北市副市
長黃珊珊今（4/3）說下午與新北市討論，希望台北捷運與公車
從4月9日起強制乘客配戴口罩。交通局傍晚表示即起跟進中央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應全面戴口罩，今先勸導，明（4/4）起強
制實施，不聽勸導就開罰。新北市交通局長鍾鳴時則說，新北將
配合中央於即日起開始實施，若遇民眾搭乘大眾運輸未戴口罩會
先行勸導，若不聽勸就會進行開罰。桃捷公司則表示，為落實防
疫，明天開始確實執行搭乘機埸捷運須全面佩戴口罩。

台北市府上午開完疫情因應會議後，副市長黃珊珊表示，她
今上午發現仍有藥局外出現大批等待開門的民眾，這代表取得口
罩還是無法普及，市府擔心有些民眾無法取得口罩，已請交通局
和新北市府溝通，是否在4月9日口罩購買新制（14天9片）上
路再做強制的規範。不過，從北市府今傍晚宣布即刻跟進中央的
舉動來看，雙北已經等不到清明連假之後才開始實施了。

新北市交通局下午表示，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稍早已宣布，搭
乘大眾運輸工具應全面戴口罩，未戴者會予以勸導，勸導不聽者
將開罰3000元至1萬5000元，北市也會配合中央規範， 今日會
先進行勸導，明天（4/4）開始強制實施 ，未戴口罩不得搭乘公
車或進入捷運匣門，請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務必遵守規定全程
佩戴口罩，以保障自己與他人健康。

黃珊珊：搭公車捷運 戴布口罩也OK
由於台北市府原先表態要中央授權才願實施（強制戴口罩）

，媒體質疑北市為何改變立場？相關法源為何？黃珊珊表示，
《傳染病防治法》本來就授予地方一些必要的處置，只是這些內
容需中央同意，稍早中央受訪已表態 「地方規範中央尊重」，不
過考量雙北生活圈，所以北市還要等新北同意；此外，搭公車捷
運戴的口罩也不一定要是醫用口罩，布口罩也是可以放行。

黃珊珊還指出，4月9日新制上路後若民眾不配合確實可以

拒載，但若民眾上車後不配合(上車拿掉口
罩)，執法實務上恐無強制性也沒有相關罰則
，目前市府只能強力宣導，或是柔性勸導，
但要處罰就必須有中央的授權。

侯友宜盼轉運站也列入 籲中央依《傳
染病防治法》強制要求戴口罩

新北市長侯友宜今午表示，在中央公布
相關規定2個月前，他就要求民眾搭乘大眾
運輸工具要戴口罩，他觀察發現幾乎9成民
眾都有做到，公車業者也配合消毒及量體溫
，有些沒戴的人可能是因為口罩不夠或忘記
，但大部分民眾都很配合。

侯友宜也希望中央能依據《傳染病防治
法》強制要求，包含罰則等環節。他還表示
，希望將交通轉運站也列入（強制戴口罩）
，雖然轉運站並非大眾運輸工具，仍是人來
人往的地方，身為地方政府首長，他希望交
通部能在法源層面做出具體改變。

台灣捐國際千萬片口罩 黃珊珊籲中央 「讓國人一天一片」
對於中央近日實施 「口罩外交」，黃珊珊也喊話，希望未來

中央能讓民眾一天一口罩，如此一來實施拒載（處罰）才有道理
，不管政府有什麼對外政策，既然要規定這件事情應該就先做，
否則配套不完整又要罰，然後大家又看到口罩大量出口， 「這樣
就會有怨言」。她也向中央呼籲，應該等口罩充足（一天一片）
以後強制再處罰，這個比較有道理。甚至未來能做到一天一片，
北市府也可能要求學生上課統一戴口罩。

台北市交通局長陳學台補充，北市府今天開始會加強宣導，
並跟新北協調，最近也會在大眾運輸工具上張貼宣導標語，內容
包括提醒民眾上車務必戴口罩，盡量保持距離、少交談，最後也
希望民眾若有相關症狀（如發燒）就不要上車。

北市第8家防疫旅館上線 每晚房價4200元起
黃珊珊今再次向中央表示，希望歐美返台民眾能夠集中檢疫

，或是安排到防疫旅館，特別是中央昨宣布防疫旅館也增加1000
元補助，如果加上原本的補助，總額就來到2500元。

此外，北市第八家防疫旅館 「捷絲旅台北林森館」今天也正
式上線。市府觀傳局表示， 「捷絲旅台北林森館」提供59間客
房，全數房間作防疫旅館使用，整棟不接待任何散客，房價部分
為每日4200、4500元，若每日加價700元，午晚餐還可升級為台
北晶華極致美饌餐點。

最後市府也會在今天成立防疫旅館關懷中心，未來有關防疫
旅館等問題會由該服務中心統一回答、聯繫，服務專線一共會設
置8線，目前先上線3線，由退休醫護人員做專業回答。

【女保全染疫】不等連假結束
北市宣布明起搭公車捷運強制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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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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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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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師助理認證委
員會執照認可
精通國,台,英語

服務項目：
◎皮膚病治療   ◎關節痛治療
◎身體年檢      ◎各種極慢性病治療
◎癌症防治
◎推出減價移民體檢
◎到家診治行動不便患者

接受：
medicare, medicaid, 
molina, ambetter,  
community health choice 
等大多數醫療保險。

吳沛桓
醫生助理

西南紀念家庭全科 皮膚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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