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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正醞釀新一輪美正醞釀新一輪11萬億萬億經援計劃
（綜合報導）儘管國會不久

前剛剛通過了史上最大規模的高
達2.2萬億美元的經濟援助法案
，現在新一輪的新冠疫情救援計
劃又開始在積極醞釀之中。

據美聯社6日下午得到的消
息，白宮和國會都在積極醞釀新
一輪高達1萬億美元的經濟援助
計劃，將在本月內提出。

美 國 總 統 唐 納 德·川 普
（Donald Trump）表示，在嚴
重的疫情流行和經濟停滯期，美
國人民需要更多的援助。週一
（6日）他在白宮每日記者簡報
會上說：“我們要照顧好我們的
人民。” “這不是他們的錯。
”

當這場傳染病疫情在全美各

地蔓延的時候，在華盛頓無論白
宮還是國會都把這場罕見的公共
衛生事件視為與戰爭和大蕭條相
提並論的危機。

3月底已獲通過的紓困法案
中，除了用於醫院的資金、失業
金和對企業的貸款和援助，還包
括一次性向所有美國人支付每人
1200 美元直接援助。佩洛西認
為，這個援助計劃還不夠，還需
要做更多的援助工作。

美聯社的消息稱，新一輪援
助計劃正在積極醞釀之中，雖然
出於防疫要求，國會眾議院和參
議院本月大部分時間內休會，不
過，佩洛西誓言要在5月眾議院
恢復投票之前推出新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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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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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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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小股東哭訴：匯豐好似做賊
大聯盟提4大訴求 促一周內回應 否則或行動升級

即使匯控不派息，亦
應保留以股代息選項1

匯控小股東聯盟提出四大建議匯控小股東聯盟提出四大建議

調整高層薪酬，停發
董事袍金最少一年2

集合5%股份以召開
特別股東大會，要求
管理層積極回應

3

委任香港小股東代
表進入董事局以進
行監察

4
■匯豐小股東權益大聯盟6日提出四大訴求，並要求一周內回應。左起：匯控股東李女士、順裕資產管理
創辦人阮嘉偉、順裕資產管理市場發展部經理葉子晴、聯盟發起人Ken Lui、聯盟發起人JK、匯控股東黃
女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製表：記者 馬翠媚

匯控在英國監管機構要求下，上周宣佈取消派末期息
及年內不派息不回購。有不滿決定的小股東隨即發

起匯豐小股東權益大聯盟，要求匯控兌現承諾在除淨後
派末期息或以股代息。聯盟並期望可以集合5%的股份、
約10億股股份，以要求集團召開特別股東大會回應小股
東訴求。聯盟代表6日透露目前已聯絡超過3,000名實名
股東，共持有接近2%已發行股份，總市值逾100億元
（港元，下同），其中最大持份者為一香港機構投資者
持有5億元股份。

自製年金落空 轟匯豐欠承擔
小股東黃女士6日哭訴，直斥匯控欺騙小股東。原

來她早前買入一萬股，於除淨前再加碼一萬股，“想着會
挺好，有3萬幾元息收，又可以幫助我日常開支，但直到
4月1日突然聽到個消息話，英國說不派息。那你不派
息，是否應該要以股代息呀？連股又不給，息又不給，
唉，簡直是晴天霹靂，如果這樣，你不應該叫HK
Bank，叫UK Bank啦，對不對？我現在都不知怎樣，息

又沒有，股價又跌到那麼低，我等着錢來救命的。”
以退休金投資匯控作養老用途的李女士，6日也激

動落淚，“好難過，我用匯豐自製年金，計劃一個月收
回萬幾元，一年十多萬，但沒想到到匯豐好似賊那樣，
一句話就說不給，那我存入去的錢是否用來救英國，就
不需要再還給我們。”她形容匯控除淨後取消派末期息
的行為猶如賊及騙子，批評該行無合約精神及欠缺承
擔，認為匯豐有錢也不派息，十分過分。

研管理層是否作出失實陳述
聯盟代表之一、順裕資產管理市場發展部經理葉子

晴表示，聯盟正徵詢律師意見，研究該行管理層是否作
出失實及誤導性陳述，主因該行已於業績列明派末期息
0.21美元及已於公開市場除淨，若不派末期息是有失實
陳述及誤導股東之嫌，加上匯控是恒指三大權重股之
一，除淨對股價造成的效果將直接影響恒指之表現，嚴
重影響市場運作造成不公現象，因此不排除日後或展開
任何法律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匯豐小股
東權益大聯盟代表、順裕資產管理市場發展
部經理葉子晴6日指，公司是受客戶委託，
召集小股東捍衛權益，而聯盟在2日成立
後，匯控新行政總裁祈耀年罕有地發表致香
港投資者的信，信中提及對取消派息及受影
響股東深表歉意，他認為是聯盟成立後帶來
言論壓力才迫使匯控高層作出公開道歉，又
指聯盟亦正接觸部分較大型持份者，有信心
最終可集合到5%持股股東，要求匯控召開特
別股東大會（EGM），回應小股東訴求。
聯盟目前已聯絡超過3,000名實名股

東，包括機構投資者、家族信託、專業投資
者及一眾小股東，共持有接近2%已發行股
份，總市值逾100億元（港元，下同），其

中最大持份者為一香港機構投資者持有5億
元股份。
聯盟發起人JK 6日表示，希望事件可

得到小股東關注，因為很多港人都是直接或
透過強積金間接持有匯控，因此匯控每一個
決定都需要對股東負責任，而留意到現時管
理層作決定時易忽略股東感受，因此才希望
集合足夠持股以召開EGM，及委派香港小
股東代表加入董事會。他又指，聯盟亦收到
香港以外的股東求助。
該聯盟指現時目標是集合足夠股份召開

EGM，亦會研究如何向監管機構提出申
訴，而聯盟亦討論過入稟告匯控，不過目前
只是初步諮詢階段，因此在費用預算、資金
如何攤分等細節仍有待討論。

匯控叫停派息風波愈鬧愈

大，有不滿派息被截糊的股東

組成匯豐小股東權益大聯盟，

多名小股東在記者會上哭訴，

指自己靠收股息養老，批評匯

控沒有承擔，“同騙子沒分

別”。聯盟 6 日提出四大訴

求（見表），促請撤回取消派

末期息決定或提供以股代息選

項，又要求委任香港股東代表

入董事局等，聯盟並要求匯控

一周內回應，否則不排除行動

升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有信心集5%股東 召開E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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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新冠肺炎致死人數增至299例
擬派專機接運醫療物資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宣布，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58例，死亡人數增至 299例；新增確診病例 1074例，累計確診達到

7910 例。由於醫療設備不足，巴西擬派專機接運其采購的醫療物

資。

巴西衛生部表示，目前，巴西全國三分之壹的城市最多配備10

臺呼吸機。如果沒有呼吸機，患者可能會出現器官衰竭。此外，血

氧儀、二氧化碳分析儀、輸液泵以及插管、噴嘴等其他物資也嚴重

短缺。眼下，由於巴西市場缺乏大量民用口罩，巴西衛生部已建議

巴西民眾自制口罩使用。

巴西衛生部長曼德塔當天表示，巴西已經在中國采購了醫療設

備。如有必要，巴西政府擬派巴西空軍專機前往中國接運醫療物資

，以解燃眉之急。

2日，巴西政府宣布，將與所有鄰國的陸路邊界關閉期限再延長

30天。此前，巴西自3月 23日起已實行為期15天的關閉其陸路邊界

的措施。

巴西衛生部當天還表示，根據病例復查結果，巴西首例確診病

例不是2月 26日宣布的聖保羅市有意大利旅行史的61歲男子，而應

該是1月 23日死於新冠肺炎的壹名居住在米納斯吉拉斯州的75歲婦

女。也就是說，巴西乃至拉美地區首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的確認時

間提前了壹個多月。

希臘難民營出現疫情
壹郵輪因100多人感染被隔離

綜合報導 希臘民防部門壹官員稱，該國比雷埃夫斯港附近停泊的

壹艘郵輪因100多人確診感染新冠肺炎，而靠岸隔離。另外，由於優波

亞島的壹個難民營出現20多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希臘當局開始對該難

民營實施限制措施。

希臘副民防部長尼科斯· 查達利亞斯表示，在對比雷埃夫斯港外的

“埃利夫裏奧斯-維尼澤洛斯”號郵輪上的人員進行的380項檢測中，有

119項呈陽性，259項呈陰性，有2項需要重新檢測。

那些檢測結果為陰性的人將逐漸離開這艘船，前往雅典的旅館隔離

，然後很快將被遣返。據稱，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外國人。那些檢測呈

陽性的人必須在船上待14天。

目前，這艘郵輪可以在比雷埃夫斯港的指定區域內停靠，該區域將

與港口的其他部分隔離。

與此同時，查達利亞斯還指出，來自優波亞島利索納難民營的23名

尋求庇護者的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

查達利亞斯指出，該營地目前處於嚴格的檢疫狀態，不允許進出。

這項措施將由希臘警察執行。

據報道，營地中沒有工作人員檢測出呈陽性，而那些被檢測出呈陽

性的人也沒有壹人出現與新冠肺炎相關的癥狀。

路透社稱，利索納營地位於雅典東北部75公裏處，曾經對外開放，

現在容納數百人，目前任何進出該營地的行動都將受限制。警察會監督

有關行動。

有消息稱，如果有需要，該營地將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壹個隔離區

。

愛沙尼亞發現壹枚250公斤重的德國飛機炸彈
綜合報導 愛沙尼亞國

家廣播電視臺報道，在耶爾

瓦（Järva ）發現了壹枚250

公斤重的德國飛機炸彈。排

雷人員將炸彈放到了國防軍

的中央訓練區。3日，西愛

沙尼亞排雷兵在耶爾瓦縣訓

練，在那裏發現了德國制造

的飛機炸彈。據報道，對此

枚飛機炸彈進行拆除對於排

雷人員而言是非同尋常且異

常困難的。最好的銷毀地點

是在愛沙尼亞國防軍的中央

訓練區，位於愛沙尼亞北部

的西維魯縣（Lääne-Viru-

maa），在那裏可以提供最

大的安全區域。3日晚，該

枚飛機炸彈在國防軍的中央

訓練區被摧毀。

備註：愛沙尼亞國防

軍中央訓練區占地11951公

頃，是愛沙尼亞國防軍使用

的六個區域中的主要軍事訓

練場。

減崗70.1萬個
美國3月份失業率升至4.4%

綜合報導 美國勞工部發布數據稱，

美國2020年3月非農部門就業崗位減少

70.1萬個，失業率從3.5%升至4.4%。

分析指出，這是美國自2009年以來

“最糟糕”的就業數據，連續113個月

保持就業增長的紀錄就此終結。而由於3

月份的調查參考期早於美國大部分地區

因新冠疫情實施“居家令”的時間，上

述數據尚未完全反映疫情對美國就業市

場的影響。

疫情讓美國的休閑和酒店業遭受沈

重打擊。3月份上述行業減少了45.9萬崗

位，裁員數占當月總數的近2/3。其他就

業崗位顯著減少的行業還包括商業服務

、零售貿易和建築業。

為防控疫情擴散，美國要求民眾居

家辦公，關停餐飲、酒吧、健身房等不

必要商業設施的舉措不斷擴大。拉斯維

加斯的賭場於3月18日關閉，導致內華

達州10%的勞動力受影響。同壹天，底

特律汽車制造商宣布裁員15萬名工人。

萬豪國際集團3月22日宣布了涉及數萬

酒店員工的停薪留職計劃。梅西百貨、

柯爾百貨（Kohl‘s）等企業也於日前因

疫情宣布裁員。

美勞工部稱，3月份的失業率上升了

0.9個百分點，這創造了1975年1月以來

的單月最大增幅。同時，當月美國所有

統計類型的勞

動力群體失業

率都有所上升

，無論按性別

還是族裔。

“這是勞動

力市場萎縮的開

始，美國失業率

有可能會被推升

至歷史最高水

平 。”《華爾

街日報》稱，從

街角的餐館到制

造工廠再到國際

旅遊業，新冠病毒大流行幾乎讓美國經

濟的大部分區域陷入停頓。這種對經濟

的損害是“在幾周內，而不是幾年內完

成的”。

在薪資方面，美國人3月份平均時

薪較上月增加11美分，達28.62美元，同

比增長3.1%，高於預期。分析認為，這

可能與低收入工人因疫情被大量裁員有

關。

另據美勞工部2日數據，美國在3月

最後兩周有近1000萬人首次申請失業救

濟。截至3月28日的當周，664.8萬的失

業救濟申請人數，較前壹周翻了壹番。

在美國政府推出的2萬億美元經濟

刺激措施中，包括向小企業提供高達

3500億美元資金援助。這項措施旨在通

過貸款等方式，讓企業在因疫情“關

門”期間可以保留員工，並支付相應的

工資福利。

美國媒體普遍預測，到5月份，美

國失業人數將超過 2000 萬，失業率達

15%左右。而美國10.8%的最高失業率還

是在1982年裏根政府時期創下的。

“有壹個跡象可以說明失業的嚴重

程度”，美聯社報道稱，美國在近10年

增加了2280萬個就業崗位，而經濟學家

預計，下個月的就業報告將顯示，幾乎

所有這些工作崗位都消失了。

NASA發布首個全球地下水地圖
幫助發現幹旱問題

綜合報導 美國國家航空

航天局（NASA）和美國內布

拉斯加大學日前發布首個全球

地下水地圖，幫助發現幹旱問

題。

NASA在壹份聲明中表示

，全球地圖的目標之壹是使相

同的產品在世界各地都能使用

，特別是在沒有任何地下水監

測基礎設施的國家。

“發達國家發生幹旱通常

眾所周知，但例如中非發生幹

旱，直到這引起人道主義危機

人們才會註意到。”NASA戈

達德太空飛行中心水文學家和

項目負責人Matt Rodell表示。

目前NASA已研發出基於

衛星的每周土壤濕度和地下水

濕度狀況全球地圖。地圖使用

了NASA和德國地球科學研究

中心的“重力恢復和氣候實驗

跟蹤”（GRACE-FO）衛星的

數據，兩顆衛星根據地球重力

場的變化探測地球上水的運動

。

水分布變化的衛星觀測結

果同模擬水和能量循環的計算

機模型中其他數據集成在壹起

，然後生成三個深度的水分布

實時地圖，包括表層土壤水分

、根區土壤水分（土壤最上層

1米左右）和淺層地下水，以

此提供整個地貌的水分和地下

水狀況的連續數據。

NASA在聲明中表示，雖

然美國幹濕狀況地圖在2012年

就已經有了，但這次是首次發

布全球地圖。這些地圖由內布

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國家幹旱

減災中心在線分發，以支持美

國和全球幹旱監測。

監測土壤濕度對於管理農

作物和預測產量至關重要，因

為土壤中的水分是植物根系可

用的。地下水通常是農作物灌

溉用水的來源，它還能在幹旱

時期維持溪流。

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

高級土地管理信息技術中心主

任Brian Wardlow教授說，幹旱

是壹個關鍵議題，對氣候和氣

候變化有很多預測。“重點是

獲得更相關、更準確、更及時

的幹旱信息，無論是土壤濕度

、作物健康、地下水、河流流

量。”

他表示，這些類型的工具

對幫助應對和抵消預期的影響

至關重要，無論是來自人口增

長、氣候變化，還是水消耗量

的增加。

依托GRACE-FO衛星數據

，NASA還開發了新的預測產

品，可預測美國未來30天、60

天、90天的土壤濕度和地下水

情況。Brian Wardlow認為這在

預報上具有巨大潛力，例如當

前可能顯示中等幹旱狀況，如

果預測顯示下個月將出現持續

幹旱趨勢，就可能會改變人們

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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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民進黨新北市議員王淑慧
遭檢舉從2011年起，利用3名人頭詐領助理費
約400萬元，新北地檢署7日上午指揮調查局
新北市調查處前往議會會館、住所等9地進行
搜索，帶回相關證物，調查局依違反貪汙治
罪條例將王淑慧約談到案，並於晚間10時許
移送新北地檢署；王淑慧面對媒體詢問是否
會覺得委屈時回道， 「把事情講清楚就好了
」，隨即步入地檢署。

64歲王淑慧曾任台北縣第12至14屆議員
，後來選上2屆立法委員，直到2008年選舉失
利後，於2010年回來選新北市議員，連任至
今，選民服務紮實，深受地方肯定，未料現
在卻捲入貪汙風波。

王淑慧涉嫌獲取的不法所得 「公費助理
補助費」不是議員薪資，是由議會編列預算
支付，現在傳出他以人頭方式獲取數百萬資

金，讓民眾相當驚訝。
據了解，王淑慧疑似從 2011 年起就開始

輪流利用4名人頭詐領助理費，多年下來詐領
高達約4百萬元；日前有人舉報王淑慧所作所
為，新北地檢署主動蒐證後，認為王淑慧涉
嫌重大，7日上午8時許派人前往搜索。

新北地檢署檢察官、調查局新北市調查
處兵分9路，前往王淑慧、3名人頭住所、議
員服務處、議會會館等地搜索，並帶走相關
文件，除要求4名涉案人到案說明，還另外請
了6名證人至新北地檢署協助釐清相關事項。

新北地檢署調查後，將以貪汙治罪條例
的利用職務上機會詐起財物及偽造文書中的
使公務人員登載不實對王淑慧進行偵辦，全
案目前仍在偵訊調查中，許多細節仍待檢調
進一步釐清。

新北市議員王淑慧涉貪汙送地檢署 簡短表示 「把事情講清楚就好了」

（綜合報導）泰籍女性旅客違反新冠肺炎
防疫規定，被花蓮縣衛生局裁罰100萬元逾期
未繳，7日移送行政執行署花蓮分署，由於泰
女有離境打算，花蓮分署立即對她限制出境，
並盡力尋找她的行蹤強制執行，這也是首件被
裁罰百萬罰鍰逾期未繳外籍人士，被限制出境
的案件。

行政執行署副署長陳盈錦表示，目前違反
防疫規定被裁罰百萬的共有6件，其中新竹的
林東京已經確定繳清，其他5件除了花蓮的泰
籍女旅客外，台北分署有2件，其中1件6日
到期，但是台北市衛生局尚未移送行政執行，
另1件則還在繳納期限內。

新北分署有1件7日到期，新北市衛生局
將於8日移送行政執行，新北分署也將在收案

後對受罰人限制出境；桃園市也有1件百萬裁
罰案，不過繳納期限到4月13日。

行政執行署統計，到7日中午全台衛生機
關移送行政執行的違反防疫規定案件增加6件
，共21件，其中新竹分署由苗栗縣衛生局移
送1件裁罰30萬元。花蓮分署增加5件，除泰
籍女旅客，疑似填寫不實地址、電話等資訊，
導致無法追蹤檢疫狀況被強制送往檢疫所安置
，並裁罰100萬元，還有1名菲律賓外配被裁
罰10萬元，2件本國籍各被裁罰10萬元，1件
被裁罰1萬元。

據統計，目前各縣市衛生機關共裁罰402
件違反防疫案件，381件沒有移送行政執行，
其中131件受罰者已經自行繳清，共計640萬
餘元。

首件泰籍女旅客違反防疫罰百萬 限制出境
台南市長黃偉哲點名夜市攤商、遊客不戴口

罩可能淪為防疫破口後，台南市警局等多個相關
局處，7日晚間集體前往知名的大東夜市，兵分四
路以 「大聲公」宣導 「社交距離注意事項」，並
請夜市管理中心除持續對遊客廣播提醒外，也在
夜市營業前針對所有登記營業的攤商量測額溫，
並要求攤商及遊客務必戴上口罩，以策安全。

警方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造成大流行
，國內確診病例以境外移入居多，為防止無症狀
或未就醫之感染者進入社區，以降低社區感染風
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4月1日制定公布 「社
交距離注意事項」後，目前台南市仍採取柔性勸
導方式，除建議民眾避免近距離接觸的社交活動
，以及避免進入與維生無關的娛樂性質場所外，
還建議人與人之間在室內應保持1.5公尺、室外保
持1公尺之 「社交安全距離」，或於必要時應隨
時配戴口罩。

今天晚間 7點，市警局結合衛生、民政、消

防、觀旅、經發等相關局處，並發動巡守隊、志
工、義警、義交、民防等5大民間力量加入宣導
陣營，共同前往大東夜市，兵分4組於定點舉標
語牌宣導，以及走入夜市人群以 「大聲公」擴大
宣導有關 「社交距離注意事項」，並請大東夜市
管理中心除持續對遊客廣播提醒外，也在夜市營
業前針對所有登記營業的攤商量測額溫，並要求
攤商務必戴上口罩，使消費者更安心；此外，還
協請義交在場維護交通安全，杜絕違規停車及防
止民眾穿越馬路造成危險。

市警局指出，鑑於大東夜市是台南市最知名
的夜市景點之一，人潮、車潮不斷，警方將持續
採取積極作為，除取締違規停車及防止民眾危險
穿越馬路外，在防疫工作上也將持續對居家隔離
及居家檢疫者採取電子圍籬管控，輔以m-police
系統查辦擅離隔離地點之檢疫人員，嚴堵防疫破
口，並落實宣導 「社交距離注意事項」，希望全
民共同遵守，維護健康。

南市警結合民力前進大東夜市宣導社交距離

（綜合報導）台北市刑警大隊偵辦北聯幫幫
主 「平哥」王際平因涉及泰國房市吸金案時，在
王被查扣的手機中查出偵六隊簡姓小隊長與內湖
分局綽號 「豆哥」的李姓小隊長與王有聯繫，調
查局台北市調處7日兵分4路搜索這2名員警的住
處及辦公室，並將2人約談到案，台北地檢署同
時將王際平以證人身分傳喚到案，由於簡、李2
警感冒，北檢以遠距視訊複訊後，諭令各以5萬
元交保。

「瑞傑國際地產公司」遭檢舉以投資泰國房
地產為由，保證前2年獲利10％，並找來多名正
妹業務攬客，非法吸金4億餘元，估計逾200人受
害，涉嫌違反《銀行法》，北檢在今年2月18日
起訴王際平等12人。

台北市刑大是在偵辦王際平吸金案時，比對

遭查扣的王際平手機，發現竟然有 「自家人」出
現在證物之中，研判在偵辦其他案件時可能洩密
，除了一方面自清，也與調查局台北市調處尋求
合作共同偵辦，並於7日由調查局進行搜索，並
約談2名當事人到案。

不過，調查官偵訊前卻發現2名員警不時咳
嗽，狀況不像單純喉嚨癢，由於新冠疫情嚴峻，
調查官追問2人健康狀況，沒想到2人竟同時感冒
，調查官立即報准採用具有透明壓克力隔板的防
疫隔離偵訊室進行偵訊，同時將2人有感冒的情
況回報北檢，北檢在防疫前提下以遠距視訊的方
式進行複訊，先諭令簡姓小隊長5萬元交保。

據悉，目前警調初步調查結果，尚未發現洩
密外的其他不法事證，不過，也不排除可能存在
對價不法，將深入追查。

北市警辦案涉洩密 2警視訊複訊後5萬交保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疫情關注提升，網路散布虛假不實言論不斷增加，新北市政府警察
局刑事警察大隊日前接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交查，有民眾撥打1922
檢舉散布疫情假訊息案。

民眾在LINE群組張貼 「最近舊街少去，尤其是晴光那附近」、 「消息如果沒錯的話是晴
光煮麵的那個人中獎囉」等訊息，經該中心查證係不實謠言。警方獲報後確認為假訊息，全案
依違反嚴重特殊傳染病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條例及刑法妨害名譽送辦。

新北市刑大科技犯罪偵查隊獲報後組成專案小組積極追查，發現是住在新北市的廖女所為
，經通知廖女到案說明，坦承該貼文是聽聞他人傳聞，並未查證內容真偽旋即張貼，對於造成
民眾恐慌，感到非常懊悔。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呼籲，民眾接獲來源不明或未經查實疫情資訊時，切勿任意散播、轉傳
，應先向疾管署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查證內容是否屬實，以免影響全國防疫資訊之正確性
，觸犯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最高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300萬元以下罰金。

勿道聽塗說！新北警嚴查假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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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主要包括了

脑和脊髓，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之一。和其他动物相比，人之所

以被称之为人，就是因为我们的中枢

神经系统，是生物界中最为复杂和最

完整的，它是我们人类思维和意识的

物质基础。

如果某个人的中枢神经一旦出现

问题的话，他就很有可能会出现一系

列的异常行为，甚至是衍生出很奇怪

的人格。

这种人我们会把它定义为精神病

患者，通俗一点说就是神经病。由于

精神病的发病机制是非常复杂的，再

加上现代的医疗技，对于人脑的认知

也还不够多，所以到目前为止，很多

的精神疾病都依然没有办法有效的预

防，或者彻底的治疗。能做的也只是

利用药物来使病情缓和下来，或者是

把发病后的病症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

但是在上世纪 30年代，有一个叫

莫尼斯的精神外科医生，他宣称自己

发明了一种手术可以有效的治疗这些

精神疾病，并且可以让患者在治疗后

很快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来。1949

年的诺贝尔奖委员会还因此给他颁发

了诺贝尔医学奖。他的这个发明的确

在当时给很多绝望的人带来了一丝的

希望，但是很遗憾的是，同时也成为

了千千万万人噩梦的开始。

1935 年在伦敦的一场神经学大会

上，一位来自耶鲁大学的神经学家，

约翰弗尔顿，还有早期和他一起共事

的卡拉尔雅各布森，他们一起发表了

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据说他们

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把两只黑猩猩的

脑前叶部分损毁，阻断的这部分脑区

和其他脑区的神经相连接。之后这两

只本来非常狂躁和暴力的黑猩猩，突

然竟然

变得像

小狗一

样，非

常的温

顺。

当

时坐在

台下听

发表会

的莫里

斯，他

瞬间就联想到，如果把那些像发了疯

一样的精神病人的脑前也去掉的话，

说不定也同样会达到相同的效果，让

他们恢复到以前温顺平和的样子。回

家后，莫尼斯马上就着手测试。

精神病在当年算是一种不治之症

，一旦被确诊之后，大部分的医生都

是一筹莫展。他们能做的也只是把病

人给囚禁起来，或者把他们绑在一个

远离社会的地方。在瑞士有一家博物

馆就展出了一套早期用来治疗精神病

患者的设备。这些所谓的治疗设备其

实就是靠紧身衣，皮带等等捆绑用的

工具而已。所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如果有医生跟你说有新的治疗方法

可以尝试的话，有很多病人或者病人

的家属愿意去冒险的。

1935 年 11 月 12 日，莫尼斯就开

展了他的第一次试验。由于莫尼斯本

人的手因为痛风不太灵活，实际上手

术的操刀是由他的助手完成的。莫尼

斯只是在旁边做指导。首先他们在病

人的头骨上去开了一个口，然后再往

里面脑前叶的位置注射了一些乙醇进

去，把那一片的神经纤维全都杀死。

第一次实验手术后，病人很幸运

的存活了下来，而且他的精神病病状

也的确有所减轻，尽管这个病人最终

没有恢复到是可以出院的地步。但是

莫尼斯依然很自信地宣布了这个手术

是有效而且成功的。

早年的莫尼斯发明过一种叫脑血

管造影术，已经闻名全世界，他的话

语在当时的医学界是非常有分量的，

连莫尼斯本人都宣告了这种手术是有

效且安全的，所有抱着相信态度的医

生，学者还有病人和家属都纷纷前来

向他求证和求医。

穆尼斯总共做了 20例这种类似的

手术，这些病人也最终都存活了下来

。尽管后来莫尼斯也发现这种手术开

始会出现一些后遗症，例如反应迟钝

呐，性格变化等等。但是相较于治疗

后的疗效来看的话，他觉得这些副作

用是属于可以忍受的范围内的。而且

莫尼斯同时也不断地对自己的手术方

式进行改进，他发现用乙醇杀死神经

纤维的方式多多少少都会伤害到无关

的脑区。所以他还专门设计了一种金

属工具来直接切掉他们的脑前叶。

正因如此，这种手术最后都被大

家统称叫脑前叶切除手术。很快，这

种脑前叶切除手术受到了越来越多国

家的认可，对于当时的精神病治疗来

说，简直就像黑暗中迎来了黎明的曙

光一样。只要在头骨上开一刀，不管

多么狂暴的病人都会瞬间变得像温顺

的小狗一样，任你摆布。

虽然说莫尼斯这一发明给很多人

带来了希望，但是手术过程中需要头

骨定位，钻孔等等非常复杂的技术，

这不单只对医生的医术有很高的要求

，同时也是需要在配备的完整设备的

手术室才能顺利进行的。这些看似简

单的条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

于很多医院来说都是非常苛刻的。所

以真正能接受到这种治疗的人在当时

并不多。

但是迫切想要得到治疗的精神病

患却太多太多了，这直接导致了供需

产生了极端的不平衡。一个叫沃尔特

弗里曼二世的美国医生注意到了这个

矛盾，所以他不断的去钻研这种手术

，并不断地加以创新改造，终于在

1945 年被他发明了一种叫冰锥疗法的

手术方式。

这种冰锥疗法非常的触目惊心，

医生会直接用锤子把一根大概像筷子

一样粗的钢针，从病人的眼球上方一

直敲进到脑里面，然后再徒手不断的

搅动那根钢针，直到把脑前叶摧毁为

止。

这种手术虽然听起来非常的惊悚

，但是弗里曼医生却非常自信地对外

宣称，这种方法不仅快速简单，既不

需要以非常严格的消毒措施，也不需

要打麻醉针，而且对医生技术的要求

也没有到脑科手术那么高，只要一张

简单的手术台，再加上之前一直使用

的那些捆绑工具，病人都不需要住院

，手术就可以轻松完成，当天就可以

出院。

这对于当时设备简陋的精神病医

院来说，这简直就是像上天掉下来的

神器。所以弗利曼发明的这种冰锥疗

法瞬间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而且这

个弗里曼医生本身就是非常擅长商业

宣传的，他常常会召集各大媒体去做

一些医疗秀之类的节目，来给他发明

的冰锥疗法打广告，再加上1949年诺

贝尔医学奖的颁发，等于在告诉全世

界脑前叶切除是可以治疗精神病的根

本，相当于给了全世界一种无形的官

方保证。所以简单好用的冰锥疗法瞬

间爆红，并在全世界开始慢慢普及了

起来。

随着这种冰锥疗法被广泛利用之

后，人们开始便慢慢发现，其实这种

手术就是打开的潘多拉魔盒。

由于接受治疗的人越来越多，很

多医院都发现这些患者出现了非常严

重的后遗症，脑前叶被破坏掉的患者

慢慢变得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孤僻迟

钝麻木，神情呆滞，任人摆布。

其中有一位母亲对于接受治疗后

的女儿是这样描述的，她完全就变成

了另外一个人，或者说她已经不是一

个人了，虽然她的身体还在我的身边

，但是她的灵魂已经被恶魔吃掉了。

由于整个社会都充斥着各种过度

的误导性的宣传，这种手术在民间几

乎泛滥到，就像人们到街边的牙医小

诊所拔掉一颗坏牙一样，甚至有很多

民众把他当作治百病的万金油，盲目

崇拜。

在日本，就有很多小孩子被他们

的家长送去做这种脑前叶切除手术，

原因仅仅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小孩

子有些顽皮。还有很多人不断的鼓吹

说要把精神病扼杀在萌芽的状态。所

以就算很多没有被确诊有精神病的人

，也主动要求做了这种手术，用以预

防精神病。

另外还有很多叛逆的青少年，社

会的异议分子，同性恋，政治犯等等

，都非常无辜的被抬进了手术台。连

美国的约翰肯尼迪总统，他的亲姐姐

也仅仅是因为智力有障碍，被迫接受

了这种脑前叶切除手术。结果治疗后

智力不断没有增加，反而是下降到像

一个每天只会发呆的木头人，直到她

临终前都是处于生活无法自理的状态

。

面对这些种种的异状，最先反应

过来的是科学界，其实早在1944年，

一份叫神经与科学疾病的杂志就专门

否定过这种手术。他们认为脑前叶如

果被切除后，会导致病人变得完全失

去自主性。1947 年瑞典的精神病理学

家斯诺里莫法特，他强调了这种手术

是非常危险的，并呼吁不应该用这种

简单粗暴的方法来治疗复杂的精神疾

病。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反对的

声音完全被湮灭在当时脑前叶切除术

大红大紫的海浪当中。随着科学家对

神经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渐渐发现

了脑前叶与其他脑区是具有非常重要

的联系作用的。如果这个区域被破坏

以后，会直接影响到人的性格和认知

，而且这种破坏是不可逆的，也就是

说一旦被摧毁之后，就完全没办法再

恢复了。终于，在 1950年，在前苏联

精神病理学家瓦西里加亚诺夫斯基的

强烈建议下，前苏联政府率先表态要

禁止这种脑前叶切除或者破坏的治疗

方式。

一直到 1970 年为止，绝大部分的

国家才立法废除了这种罪恶的治疗方

式。虽然是说已亡羊补牢，但是对病

人和他们家庭所造成的痛苦和损失是

完全没办法挽回的。

据统计，在 1939 年到 1951 年间，

美国有超过 18000 人接受了这种残忍

的手术，而全世界范围内的遭遇者更

加是数也数不清。放在现在的社会，

可能很难想象，像这样一种接近野蛮

的手术为什么会在世界上大行其道了

十几年。

但是，考虑到当时精神疾病，对

家庭来说就像一种灾难，迫切的想要

结束这种灾难的人是不惜后果，冒一

切的风险的。而且现在的医疗监管体

系也是在二战之后才慢慢建立起来的

，那个时候的各种医疗实验和外科手

术也没有得到严格的监管，还有牵涉

到缺乏医疗伦理道德等等各方面的因

素，最终才造成了这场医疗悲剧。我

们现在的文明高度，也是前人踩着无

数的鲜血才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也

没办法去怪罪历史，只能说是以史为

鉴，避免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中再次掉

进如此可怕的陷阱。

诺奖黑历史，脑前叶切除术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東京奧運造勢活動更改計劃

綜合報導 東京奧運2021年 7月

23日開幕的新日程已經確定。新型冠

狀病毒疫情導致奧運史上首次出現延

期，受此影響，奧組委面向今夏計劃

舉行的造勢活動也不得不相繼取消或

延期。

東京奧組委與日本宇宙航空研究

開發機構(JAXA)、東京大學合作，在

超小型衛星上搭載動漫《機動戰士高

達》模型、從太空向選手發送加油信

息的企劃，因奧運延期而落空。

為了向海外宣傳，奧運會吉祥物

“Miraitowa” 和 殘 奧 會 吉 祥 物

“Someity”2月下旬“出訪”歐洲6

個城市。它們在第壹站西班牙巴塞羅

那之後訪問巴黎，與當地民眾進行了

交流，但之後疫情在歐洲迅速擴散，

不得不中斷訪問行程回到日本。

作為奧運官方文化項目之壹，原

計劃4月18日在東京舉行的由市川海

老藏出演、融合歌舞伎與歌劇的舞臺

公演也被取消。

該項目還計劃舉行巨型人偶

“Mocco”巡遊東日本大地震災區活

動等。負責人稱“將盡快決定如何

應對”，但據分析，由於該項目已

確定配合奧運會舉行，調整計劃不

可避免。

韓國“N號房”主犯拘留時間延長
多名共犯被抓獲

綜合報導 據韓媒報道，涉嫌制作並

傳播非法視頻的韓國“N號房”主犯趙主

彬的拘留時間將被延長至13日。

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網絡性犯罪特別

專案組在法院批準延長趙主彬的拘留期限

後，於當地時間3日上午10時再次從首爾

拘留所將其傳喚，進行調查。

這是自3月25日以來，檢方對其的第

7次審問調查。

據悉，檢方正在再次確認警方的調查

結果。此前，警方以12項罪名為中心進行

了調查，並對是否起訴提出了意見。

報道指出，預計趙主彬將於下周晚些

時候被拘留起訴。

另壹方面，韓國警方於2日表示，抓

獲了趙主彬方面主張的3名共犯中的2人

，目前正在對其進行調查。3日，警方對

另壹名共犯進行了扣押搜查。

由此，因為對共犯的調查仍在進行

中，對趙主彬等人是否適用犯罪團體組

織罪的判斷也可能將推遲。

據此前報道，韓媒不久前曝光系列網

絡性犯罪事件，統稱“N號房”案。在即

時通訊軟件Telegram上開設的加密聊天室

。在這些聊天室內，非法拍攝的性剝削視

頻和照片被廣泛分享，只有付費成為會員

才能觀看。該平臺可設置私密聊天、閱後

定時刪除信息等，支持虛擬貨幣交易。

“N號房”由多人運營，其中最引發

關註的是昵稱為“博士”，實名為趙主彬

的人。他從去年起，上傳大量涉嫌性犯罪

照片，並勒索受害人。諸多圖片涉嫌強奸

、淩辱女性，畫面不堪入目，手段極其殘

忍。

趙主彬於25日被移送檢方審查起訴。

他稱，向受害人謝罪。

據韓國警方調查，“N 號房”受

害人超70位，包括16名未成年人。

此案激起眾怒。在韓國總統府青瓦臺

問政平臺上，大批民眾發布多條請願，其

中要求徹查案件的壹條請願就得到超250

萬人支持，創下韓國請願數最高值。眾多

明星也聲援受害者，要求公開嫌疑人信息。

韓國總統文在寅也要求，對涉案人員

徹底調查，嚴懲不貸。他稱，政府將刪除

涉案視頻，為受害者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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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報道，截至當地時間3日0

時，韓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突破1萬例

。疫情不斷蔓延之際，韓國政府3日公布了

緊急災難支援金支援對象和發放標準。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3日通報稱，截

至當天0時，韓國較前壹天0時新增86例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確診10062例。此外

，韓國累計死亡病例達174例。

同日，韓國政府公布了緊急災難支援金支

援對象和發放標準。政府將以本人健康保險費

繳納額數為準，向3月所有家庭成員合計繳納

額位居下遊70%的家庭發放支援金，選定標準

按健康保險職場加入者家庭、地區加入者家庭

，以及職場和地區加入者均存在的家庭劃分。

以職場加入者為例，本人繳納健康保險

費8.8萬韓元以下的單人家庭、15萬韓元以

下的雙人家庭、19.5萬韓元以下的3人家庭

，以及23.7萬韓元以下的4人家庭為支援對

象。收入位居下遊70%但擁有大量財產的人

或不包括在內，政府將進壹步研討，隨後發

布不提供支援的對象標準。

領取緊急災難支援金的家庭限於2020年

3月29日前進行居民登記的家庭。鑒於健康

保險費以2019年的收入為準計算，政府擬定

了補充方案。對於最近收入銳減的小工商業

者和個體戶，將按照各地方政府的方針，以

申請緊急災難支援金時期的收入情況為準進

行計算。

新加坡本土感染病例增加
總理籲民眾盡量呆在家中

綜合報導 新加坡新增65例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當中56例是本土感

染病例。該國總病例數累計達1114

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呼籲民眾盡可

能呆在家中，並稱將加強對人員流動

和聚會的限制。

3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宣布

，政府決定暫時采取更嚴格的措

施，防止病毒擴散。他指出，雖

然疫情繼續受到控制，但由於本

土感染的病例迅速增加，有近半

的案例無法查出感染源頭，政府

決定采取更果斷的舉措，措施將

為期壹個月。

李顯龍呼籲新加坡人盡可能呆在

家中，除了壹起同住的家庭成員以

外，避免出門參加社交活動。他還

宣布，將加強對人員流動和聚會的

限制。

李顯龍說：“過去的做法是，

人們可以繼續有聚會，只要人數

不超過十個。但現在，我們希望

妳盡可能留在家裏，除了與壹起

同住的家庭成員以外，請避免出

門參加社交活動。”他也表示，

新加坡人應避免拜訪不與他們同

住的親戚，尤其是年老或身體較

弱的人。

李顯龍還宣布，所有學校和高等

學府將從8日起，全面實施居家學習

。他說，所有的學前班教育和學生托

管中心也將關閉，但當局會為無法給

孩子作出其他看護安排的父母，提供

有限服務。

此外，從 7日起，新加坡所有

提供非必要服務的工作場所將關閉

，但巴剎、超市、小販中心、餐館

和公共交通等基本服務照常營業。

提供必要服務且不會關閉的包括銀

行和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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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禁止於公眾地方

多於 4 人聚集的“限聚

令”法例實施逾一星期，

票控終於出現“零的突破”。6名男子5日在葵涌葵盛東邨聚集下

棋、觀棋，被發出定額2,000元（港元，下同）的告票，成為“限

聚令”實施以來首宗被開罰個案。有大律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限聚令”下“勸喻只屬人情”，只作勸喻只會令“限

聚令”形同虛設，如今有人被票控，不論罰款多少也起阻嚇力。6

日下午2時45分，警方亦接報在沙田沙角邨沙燕樓3樓平台社區會

堂外，有多人聚集，疑違反“限聚令”，警員到場向9男4女發出

定額罰款告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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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19人違“限聚令”各罰2千元

▲警員6日再到葵盛東邨附近巡查。

“限聚令”首次有人
被票控後，香港文匯報記
者6日前往多個公屋邨、
公園訪察，發現仍有不
少人罔顧規例，冒着被

罰款 2,000 港元的風險，多於 4 人聚
在一起下棋或玩十五糊紙牌，更有不
少人在旁圍觀，部分人無戴口罩玩得
忘形，口沫橫飛。

香港文匯報記者5日已在鄰近麗閣
邨的深水埗公園（二期），發現多名長
者公然在懸掛了“同心抗疫 請勿聚
集”的標語下玩牌。記者 6 日下午重
臨，發現情況未見改善，曾有多達八九
人聚在一起玩牌及旁觀，部分人更未有
戴上口罩，若有人已受感染，“塘邊
鶴”或有機會中招。

長沙灣李鄭屋邨內的涼亭6日下午
也有多位男士圍坐玩牌，最多人時聚集
的一群有六七人，已違反“限聚令”；
亦有數群各有兩三人在玩牌，部分人同
樣未有戴上口罩，更有長者邊玩牌邊吸
煙。

在旁觀戰的胡先生向香港文匯報記
者說，知道政府規定不能多於 4 人聚
集，所以他們一組只有3人，不擔心犯
官非被檢控。他又批評“限聚令”並不
合理，反問現時就算搭地鐵或是去街
市也有不少人，難道處身車廂環境就
不會受感染？“為什麼只針對4人的聚
集？不針對交通工具的人群？”他認
為玩牌時做好保護措施即可。

香港房屋署表示，在剛過去的周末
已派員到25個屋邨巡查，並作出44次
勸喻。而經勸喻後，已沒有超過4人聚
集，故沒有採取票控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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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俊威）新冠肺炎疫
情肆虐，香港各行各業均大受打擊，唯獨電子遊
戲行業卻有如逆市奇葩，生意未受影響。位於深
水埗的黃金電腦商場，除在剛過去的周六日人頭
湧湧、水洩不通外，就算6日閒日，人流仍絡繹
不絕，狹窄的通道不時擠滿購買遊戲機或電子遊
戲的客人。有市民表示，疫情期間減少外出，留
在家中的最佳消遣就是玩電子遊戲。有店舖表
明，雖然人流多，但他們會做足防護措施，避免
病毒傳播的風險。

以售賣電腦產品及電子遊戲產品聞名的黃金
電腦商場，近期在疫情下依然人流不減，假日時

更出現迫爆情況，與主要售賣衣服或奢侈品的商
場或店舖不時出現顧客“小貓三兩隻”的慘淡情
況，有如天淵之別。

香港文匯報記者6日下午到商場訪察，發現
人流雖然不比前兩天周六日多，但狹窄的通道在
部分時間仍會擠滿客人，寸步難行。人多聚集雖
會增加病毒傳播的風險，但未有減少市民前來選
購或瀏覽電子遊戲產品的意慾。

到商場代友人購買路由器的孟先生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的確擔心人太多會令交叉感
染的風險提高，故待閒日才來，料不到閒日也有
這麼多人，不過他只逗留不到10分鐘便會離

開，亦已戴上口罩，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胡先生6日帶同兒子前來，考慮購買現時最

火爆的任天堂Switch遊戲。他表示，疫情期間為
避免受病毒感染，都會減少外出，留在家中的最
佳消遣就是玩電子遊戲，因此前來看看並考慮是
否購買。他坦言太多人聚集不太理想，很快會離
開。

售賣電子遊戲的“奇趣屋”負責人譚先生則
表示，雖然有不少客人前來商場，但大家都有戴
上口罩，他們亦備有酒精搓手液供客人使用，加
上經常會清潔舖面及商品，衛生情況良好，故不
擔心會有病毒傳播。

商場迫爆恐生禍

��$

■■66名男子下棋名男子下棋、、圍觀而接獲圍觀而接獲““限聚令限聚令””
下首批告票下首批告票，，陳伯展示告票大呻無奈陳伯展示告票大呻無奈。。

▲在深水埗一個公屋公園掛上了限聚橫額，4名長者玩牌，5人
觀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深水埗高登電腦商場一間店舖深水埗高登電腦商場一間店舖
人頭湧湧人頭湧湧。。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棋手怨難阻人圍觀 大律師讚執法增阻嚇力

6名違 反 “ 限 聚
令”，創造“零

的突破”被票控男子，年
齡介乎52歲至 68歲。5
日下午4時許，葵青警區
接獲市民報案，指在葵盛
東邨盛興樓對開休憩處發
現有人懷疑聚賭。警員到
場後證實有6名男子聚集
下棋、觀棋，涉嫌違反
“限聚令”，遂作出勸喻
及警告離開，惟6名男子
拒絕合作，不肯離開，繼
續聚集，警員於是向他們
每人發出一張2,000元的
定額罰款告票。

棋手分散各處警員巡邏
香港文匯報記者6日再到涉事休憩

處訪察，發現涉事的下棋石枱石櫈已被
圍封，附近有警員巡邏，部分棋手則自
備棋盤及棋子轉到附近的盛安樓樓下下
棋，分散多處，但甚少人觀戰。據一名
棋手稱，他們已汲取5日“教訓”，但
凡多過兩人觀戰，即會叫對方離開，以
免觸犯“限聚令”。居住該邨近5年的
李先生則指，不時見長者在樓下聚集下
棋、聊天，他認同在現時敏感時刻，理
應“避忌一啲”盡量不要聚集，以防疫
情擴散。

棋手：只罰圍觀者就夠
5日被警方發出告票的陳伯6日亦有

現身。他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當日下午在盛興樓對開下棋，由於有4
人觀戰，以致聚集人數多於4人，詎料
警員一到場便作出票控，令他感到十分
委屈，他直言“自己亦無法阻止旁人圍
觀，要檢控都應該是圍觀者不是我們
（下棋者）。”陳伯續指，自己靠綜援
維生，定額罰款高達2,000元“當然多
啦”，又稱自己是獨居老人，平日只能

落樓找街坊下棋解悶，所以日後仍會繼
續，但會小心避免超過4人聚集，“如
果再多張（告票）我不用食。”

“只勸不罰 法同虛設”
俗稱“限聚令”的《預防及控制疾

病（禁止群組聚集）規例》（第599G
章）上月29日生效，禁止於公眾地方多
於4人的群組聚集。香港執業大律師陸
偉雄6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限聚令”已賦予執法人員不作勸喻下
即時檢控的權力，“勸喻只屬人情”。

他指出，要不就不下令，下令便應
執行，“足足一個星期，如果只是勸
喻、不發出告票的話，法例形同虛設。
法例推出後就應該要執行，才可立竿見
影。”他強調，檢控重點並非罰款，而
是要有阻嚇力。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
良6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指出，“限聚
令”落實一個星期，執法部門發現違規情
況應馬上執法，否則將難以斬斷社區傳播
鏈，愈拖拉對整個社會的傷害愈大。

他續說，以目前情況相信關閉娛樂場
所及限制營運等措施有需要延長，“倘貿
然解封，只會令感染數字反彈。”

▲葵盛東村盛興樓地下一帶的公眾棋枱和櫈都用黑膠袋圍封。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2020年4月7日（星期二）4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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