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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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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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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導）在截止4月15日的一
周中，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增加了約
2850億美元，達到6.37萬億美元的創紀
錄水平 。目前，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
相當於危機前美國經濟規模的 30%左右
，而且隨著美聯儲繼續吃進資產以及經
濟萎縮，未來佔比將愈來愈大。德意志

銀行預計，美聯儲資產負債表佔GDP的
比例在年末將上升到 39%，持有的可流
通國債佔GDP的比例將上升到25%

海外市場對美元的流動性需求仍然
強烈，美聯儲央行美元互換額度使用規
模從前一周的平均3853億美元升至平均
3930億美元，增加77億美元

週四的資產負債表報告還首次顯示
了商業票據融資便利工具的使用情況。
截至4月15日，商業票據融資便利工具
餘額為9.74億美元，該工具週二才開始
運作。美聯儲利用財政部的入股支持而
設立了一家特殊目的實體——CPFF II
LLC． ，用於購買商業票據。（（路透社路透社））

美資產負債規模擴大創紀錄美資產負債規模擴大創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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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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美國加州吉利德科研公司研究出品的
藥物霖德西威Remdesivir ，昨天在芝加哥大
學醫院為患上新冠病癥的患者服用，一個星
期之後已經痊癒出院，這個令人振奮的消息
為大家帶來希望，紐約股市也隨之上漲。

主治醫師穆蘭表示，她的病患有嚴重呼
吸道癥狀及高燒，經服用了霖德西威之後，
絕大部分已經康復出院，芝加哥大學稍後將
發表一項臨床實驗報，向社會大眾說明此藥

物之療效情況，目前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正
在進行各種藥品實驗，其中包括霖德西威。

川普總統已經宣布在三大步驟之下重新
開放美國計劃，醫療專家也為此表示高度憂
慮，並警告全民仍然要遵守戴口罩、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離之基本守則否則後果堪慮。

總統在會上激勵全國人民，美國將戰勝
一切的挑戰，此時此刻，讓我們大家齊心協
力，重建經濟人人有責。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44//1717//20202020

A drug named Remdesivir produced by the
California company Gilead Science was
given to Covid-19 pati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ospital. Most of
them have recovered quickly with the
majority of them going home in just days.

The patients taking part in a clinical trial of
the drug all had severe respiratory
symptoms and fever.

Dr. Katherine Mullane who is leading the
clinical trial said most of her patients have
already been discharge from the hospital.

This is exciting news and the company’s

stock made big gains on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President Trump has announced that
America is ready to open for business in
three steps. Medical experts still worry
about the future of opening up the society
so fast.

President claimed, “AMERICA can defeat
any challenge!”

Yes, we will support the rebuilding of our
economy. This is everybody’s
responsibility. After all, this is our country.

New Medicine ComesNew Medicine Comes
To The rescue?To The rescue?

有藥可救了有藥可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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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決倍增醫療前線的診療報酬 13都道府縣列為特別警戒區

（綜合報導）新加坡新冠肺炎病例連日暴增，繼16
日激增728起確診病例後，截至17日中午12時，新加坡
衛生部初步確定再多623起新病例，多數是住在客工（外
籍移工）宿舍的客工。這使新加坡總確診數達5050起。

新加坡聯合早報網17日報導說，星國衛生部當天傍
晚約6時發文告透露，他們還在確定病例的細節，更多
詳情會在晚間的文告透露。

據新加坡人力部統計，全國43個客工宿舍共容納超
過20萬名外籍勞工。《海峽時報》17日則指出，專家警
告說，客工宿舍群聚感染曝露星國防疫弱點，恐導致疫
情變得更加複雜，連同其他弱點依然存在，除非大家都
保持警覺，否則可能爆發更大的感染群。

前一天，新加坡激增728起冠病病例，再破單日最高
增幅紀錄，當中多達654起來自客工宿舍。據星國衛生部
文告，新加坡也出現多五個感染群，包括位於加基武吉
路的The Leo Dormitory（21起）、兀蘭工業園的SJ Dor-
mitory（七起）、西雅萬禮（Westlite Mandai，31起）、
雙溪加株（Sungei Kadut）4街17號（六起），以及雙溪

加株3街的Grandwork Building（七起）。
16日新增的728起病例當中，包括654名住在客工宿

舍的工作準證持有者、26名住在宿舍外的工作準證持有
者，以及48名住在本地社區的病例。目前有81％的新增
病例與已知感染群相關，其他則有待進一步追蹤。截至
16日中午，出院人數增至683人，包括16日出院的31人
，23名病患仍在加護病房留醫。

聯合早報網17日還報導說，新加坡政府考慮把兩艘
郵輪作為臨時住宿，讓已從冠病康復或對2019冠狀病毒
測試呈陰性反應的客工入住。它們是麗星郵輪旗下的雙
子 星 號 （SuperStar Gemini） 和 寶 瓶 星 號 （SuperStar
Aquarius）。

新加坡旅遊局17日發文告說，這是為減少現有宿舍
的客工人數，已更好地管控冠病傳播，並有效落實相關
的健康措施。

若上述計劃可行，這將是繼軍營、海上浮動宿舍、
空置的組屋底層和多層停車場等被徵用後，另一個可用
於安置客工的設施。

新加坡確診數破5000大關
考慮移工入住2郵輪

（綜合報導）日本將 「緊急事態宣言」的
實施地區從7都府縣擴大到日本全國，並將疫情
重的東京、神奈川、埼玉、千葉、大阪、兵庫
、福岡、北海道、茨城、石川、岐阜、愛知、
京都等13都道府縣列為 「特別警戒」區，期限
至連假結束的5月6日。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17日傍晚召開記者會說
明指出，將 「緊急事態宣言」擴大到日本全國
是為了防止疫情擴大，壓迫到醫療現場。他籲
請民眾繼續自律，盡量避免外出，達到人與人
接觸機會減少至最少7、8成的目標。

他強調，尤其是至5月6日的黃金周連休長

假，絕對要避免確診人數多的都市人潮流向地
方上，以免疫情擴大到全日本，而且地方上高
齡長者多，醫療體制弱，疫情可能一發不可收
拾。

日本政府原本決定針對收入減半的家庭提
供30萬日圓的補助，但因各界的反對而決定取
消，改為每位國民發放10萬日圓（約台幣2萬8
千多元）的現金補助。

安倍表示，在聽取國民及朝野政黨的意見
後，決定擴大現金發放的對象，總額將達14兆
日圓（約台幣3兆9千536億元），將重新編列
修正預算案，盡速經國會審議通過成立。安倍

強調，引起這次的混亂是他的責任，故要向國
民道歉。

至於發放現金的方式，安倍表示，雷曼兄
弟金融風暴時，花了3個月才將通知寄到申請人
手裡。這次為了防疫，避免大批申請人趕到各
市鄉村的窗口，考慮用郵寄或線上轉帳等方式
分發。

針對全國的餐飲業、活動業者等各行營業
額減少的業者，也將提供更廣泛的支援，中小
企業補助200萬、個人補助100萬日圓。

安倍提及院內感染案例頻傳之事表示，為
減少院內感染的風險，已鬆綁法規，讓所有人

可用電話或網路線上看病。日本政府也將準備
更多防護用品到醫療最前線，還將設病毒篩檢
查中心以減少保健所的負擔。

安倍強調，已決定針對治療重症患者的醫
療機構將診療報酬加倍，以改善醫護人員的待
遇。安倍呼籲， 「疫情擴大已逼迫到醫療現場
，全體減少非必要非緊急的外出，2周後感染者
必可大幅減少，一定能減少醫療現場的負擔。
我們的行動關係到醫療現場的負擔，盼借大家
之力減少醫療負擔，改變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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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龍旋風視察法國多地
大巴黎地區死亡超三千人
綜合報導 法國總統馬克龍最近兩天

對法國多個地方展開旋風式視察，在大

巴黎地區視察醫院等機構，還前往法國

南部城市馬賽訪問當地科研機構。法國

新冠肺炎疫情仍很嚴峻，9日大巴黎地區

死亡超過三千人。

馬克龍來到大巴黎地區的馬恩河谷

省勒克雷姆蘭-比塞特爾醫院，他在國家

應對疫情科學理事會主席德爾弗拉西陪

同下，與參與新冠肺炎臨床研究的醫院

團隊會面，了解相關醫學研究的進展情

況。馬克龍還慰問醫院的醫護人員。

馬克龍隨後前往法國南部城市馬賽

，視察馬賽地中海傳染病研究所並與該

所所長拉烏爾會面。這項訪問據報是臨

時安排的，出乎外界預料。

拉烏爾團隊提出的氯喹治療新冠肺

炎的相關療法在法國國內外引發關註。

法國衛生部門對此療法壹直持謹慎態度

，有多名專家指出相關療法尚需進壹步

臨床驗證。

有法國輿論分析認為，馬克龍前往

馬賽與拉烏爾會面，表明法國官方仍對

相關療法持開放態度，官方在此時也需

要更多了解相關療法的細節。

馬克龍也視察了大巴黎地區的醫療

機構和養老院等，由此可見法國官方極

為關註該地區的疫情走勢。目前大巴黎

地區仍是全法疫情最嚴重的地區。

根據法國衛生部門的統計，9日大巴

黎地區死亡病例突破三千例，達3077例

。9日當天死亡200人。該地區現有重癥

患者2667人，10日將繼續向外地轉運重

癥患者，緩解醫療系統壓力。

法國全國疫情方面，9日的數據顯示

當天新增確診病例4799例，累計確診病

例117749例；當天新增死亡病例1341例

，累計死亡病例12210例。

另外，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

經濟衰退，法國經濟與財政部長勒梅爾

當天宣布，將法國緊急財政援助計劃規

模將從450億歐元增至1000億歐元。

勒梅爾表示，盡管法國經濟當前處

於停滯狀態，但公共支出猛增，今年的

公共赤字會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7.6%，

預計今年年底時的公共債務會達到國內

生產總值的112%。

巴西新冠肺炎確診超2.5萬
兩位州長病毒檢測呈陽性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宣布，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832

例，累計確診25262例；新增死亡病例204例，創單日死亡數最高紀錄，

累計死亡1532例。裏約熱內盧州州長和帕拉州州長當天均表示其新冠病

毒檢測呈陽性。

巴西衛生部稱，聖保羅州和裏約熱內盧州仍是巴西疫情最嚴重的地

區。截至目前，聖保羅州已有確診病例9371例，死亡695例。裏約熱內

盧州確診和死亡病例分別達到3410例和224例。此外，伯南布哥州、塞

阿拉州和亞馬孫州的死亡病例分別達到115例、107例和90例。首都巴

西利亞所在的聯邦區死亡累計為17例。

當天，壹位99歲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老兵從巴西利亞壹家醫院

康復出院，他成為巴西至今最年長的新冠肺炎治愈者。此前，最年長的

新冠肺炎治愈者是壹位居住在聖保羅市的97歲老婦人。

14日下午，裏約熱內盧州州長威爾遜· 維澤爾(Wilson Witzel)在他的

社交媒體賬號上發布視頻，宣布自己新冠肺炎病毒檢測呈陽性。他10日

出現發熱，嗓子疼，失去味覺等癥狀，此前他壹直主持裏約熱內盧州的

抗疫行動，接連出臺嚴厲限制令。

據巴西媒體當天報道，裏約熱內盧州還有8位政府官員感染新冠肺

炎病毒，包括該州衛生廳副廳長和裏約熱內盧市教育局長等。

當天傍晚，帕拉州州長埃爾德· 巴爾巴略(Helder Barbalho)也通過社

交媒體宣布其新冠肺炎病毒檢測呈陽性。

秘魯累計確診9784例新冠病例
總統籲民眾遵守社會隔離

綜合報導 秘魯總統比斯卡拉舉行新聞發布會，報告秘魯新增2265

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確診9784例，累計死亡216例。目前確診患

者中有901人住院，其中143人需要呼吸機。另有2642人康復。

比斯卡拉表示，政府14日將發布壹項最高法令，將對沒有遵守社會

隔離規定的人處以罰款，每個家庭只能有壹個人外出進行必要的采購。

比斯卡拉再次要求秘魯民眾尊重社會隔離措施，勤洗手，註重個人

衛生。他說：“我們目前正走在正確的遏制新冠病毒擴散的道路上，但

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讓我們壹起努力。”

此外，秘魯衛生部長表示，目前正在招聘在秘魯的外國醫務人員，

因為此前已要求60歲以上的醫務工作者撤離崗位，以避免感染新冠病毒

，因此缺乏醫務工作人員。

13日，秘魯經濟學家、前生產部長丹尼爾· 科爾多瓦預計，鑒於目

前新冠疫情的嚴峻形勢，4月26日之後秘魯仍將處於緊急狀態。

他解釋說，緊急狀態期間，政府必須關註三個基本方面的情況：衛

生方面、食品方面和經濟方面。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每個方面的形勢都

處於可控範圍內，但仍有壹些需要優化的地方。

為此，科爾多瓦建議國家與私營部門進行溝通，在最短的時間裏采

購大量檢測試劑、口罩和所需醫療設備，縮小物資缺口。關於醫院床位

的短缺情況，他建議政府與各大酒店進行溝通，受疫情影響酒店紛紛停

業，必要的時候酒店可作為醫療隔離點。

居家避疫的93歲老太
舉牌“我要啤酒”
廠商送來150罐

綜合報導 近日居家避疫期間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壹名愛喝啤

酒的 93歲老太太維若妮西(Olive

Veronesi)，手持壹個啤酒罐及“我

需要更多啤酒”的求助牌站在自

家窗戶旁，家人覺得有趣把這壹

幕拍照上傳網絡，後經電視臺發

布引發關註。老太太最終獲得廠

商贈酒。

據報道，老太太表示，自州

長下令居家避疫後，她盡好公民

本分，未曾離開家門。但後來眼

見只剩兩罐啤酒，於是想出這個

辦法向鄰居及女兒求援，不料獲

得廠商關註，老太太最終獲啤酒

商贈送150罐啤酒，並留下有趣組

圖。

其中壹張照片中，老太太站在

獲贈的數箱啤酒旁，開心暢飲。

4月1日，賓夕法尼亞州頒布“居

家令”，要求民眾無“重要事宜”

必須留在家中。截至目前，該州

至少有24000多人新冠病毒檢測呈

陽性，524人死亡。

希臘新冠確診破2000例
疫情將於4月21日達峰值？

希臘衛生部宣布新增33例確診病例

，累計2114例。另外累計死亡98人、重

癥76人。壹項預測模型顯示，希臘每日

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數將呈逐漸上升的

趨勢，並最終在4月21日達到峰值。

希臘死亡人數或於4月21日達到峰值
據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分校衛生計量

與評估研究所的預測模型顯示，希臘每

日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數將呈逐漸上升

的趨勢，並最終在4月21日達到峰值。

隨後，便會出現逐步減少的趨勢。該模

型還預測，到5月底，希臘新冠肺炎死

亡總數將達到400人。

不過，需要註意的是，死亡400人

僅為預測的平均值，而實際的數字可能

是264到635人。4月20日被預測為是希

臘醫院應對新冠肺炎壓力最大的壹天。

預計高峰期間，重癥監護室最多需要107

張病床來治療患者，而普通病房則總共

需要424張床位。

據模型預測數據，華盛頓大學西雅

圖分校衛生計量與評估研究所分析，希

臘不會出現重癥監護病房床位短缺的情

況。

雅典無家可歸者尚無確診病例
土耳其想用帶病難民“趁火打劫”？
當地時間4月11日，希臘公共衛生

組織宣布，該機構於4月10完成了對雅

典市部分救助場所內無家可歸者的病毒

檢測工作，結果顯示無壹人感染新冠病

毒。與此同時，他們還對救護場所內的

工作人員進行了病毒測試，結果均呈陰

性反應。

當局發言人伊奧迪表示，接下來希

臘衛生部門將與雅典市政府保持通力合

作，繼續關註弱勢群體，並對更多的無

家可歸者進行病毒檢測，以保證他們的

健康和安全。

另壹方面，報道援引《每日報》消

息稱，希臘官員稱，大量非法移民和難

民壹直在土耳其西部海濱城鎮聚集，似

乎準備穿越愛琴海進入希臘的島嶼。消

息顯示，這些聚集在土耳其帕紮庫勒

(Pazarkule)和希臘卡斯塔尼村(Kastanies)邊

境的非法移民和難民中，許多人都是從

土耳其內地的難民營地轉運來的。

首批政府特別津貼將於下周發放
據報道，希臘政府將在下周開始

之際，向因新冠疫情而停工的員工發

放首批特別津貼，金額為每人800歐元

，官方估計將有超過 80萬人受益。此

次發放工作將於 4月 15 日開始，持續

到至4月 17日結束。當局特別提醒，4

月 13日前，已申請的員工仍然可以進

入系統對其個人資料進行做更正、撤

銷或刪減。

希臘勞工和社會事務部部長弗勞特

西斯表示，政府將繼續評估可以納入保

護計劃內的企業，以及將該計劃擴大到

更廣的行業和個人，政府希望在最大限

度內保證所有公民都得到保護。他還補

充說，4月19日希臘東正教復活節之後

，導遊、藝術家、演員、雅典音樂廳的

引座員、巡演及兼職等人員也有望納入

計劃之列。

而受新冠疫情影響的六個基礎科學

部門的科研人員，將獲得歐盟特別資助

金，這個獎勵特別提供給希臘180390名

科學家，首筆400歐元的款項將於4月15

日支付，其余款項4月底會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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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將防疫失職的
矛頭轉向世界衛生組織，並決定中止對WHO
資助，不僅引起全球譁然，更讓國會出現反對
聲浪。對此，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直嗆此舉
是根本危險且非法，很快將受到挑戰，而民主
黨也表示也表示，美國對WHO經費是經過國
會許可的，川普無權中斷，並表示川普正如同
先前任意扣住對烏克蘭的軍援換取調查前副總
統拜登之子沒兩樣。

據美媒《CNBC》報導，對於川普先前批
評聯合國體系下的WHO 「嚴重管理不當且隱

瞞疫情擴散」，並宣布在其未改善相關問題之
前，將中斷WHO資助。對此，民主黨認為中
斷資金只會妨礙全球面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反
應能力，且美國原定要對WHO的資助是經過
國會許可，而審查經費是憲法賦予國會的權力
，代表川普無權中斷經費。

裴洛西（Nancy Pelosi）也在聲明中直嗆此
舉是 「危險且非法的決定，且很快將受到挑戰
」，不過她並未進一步說明如何反擊等相關細
節。據《國會山莊》報指出，她表示 「很不幸
的，自從疫情爆發首日以來，總統一再忽視全

球公衛專家與科學家意見，讓前線對抗疫情的
英雄身處險境，讓全美國乃至全世界人民性命
與生計陷入極大風險」。

民主黨也以先前川普任意扣住對烏克蘭軍
援換取調查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Joe Biden
）而引發彈劾為例，稱 「這種為了避免遭譴責
而鋌而走險的手段，川普同樣正在違反讓他遭
彈劾的法律」；而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也表示，
總統無法單方面授權行政部門扣住美國對
WHO的資助。

報導指出，2020年度美國會先前已撥款資

助WHO 1億2千2百萬美元。自川普上任以來
，白宮一再把美對國際組織資助與投資縮收，
預計在 2021 年的預算中將砍掉對半原先對
WHO資助，但最後仍需國會通過。不過一名
行政官員表示，白宮仍有許多手段可以繞過法
律，以實現川普政府中止對WHO資助，包括
與國會議員商量通過將WHO經費轉至其他全
球援助，也就是轉為資助其他組織，以符合經
費運用標準。

（綜合報導）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之際，美國總統川
普周四公開了三階段重新開放綱領，宣布在某些條件下，餐廳
，電影院和大型運動場館可以重新開放。

據CNN與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新聞（NBC News）網17日
報導，這些綱領旨在協助各州放鬆社交距離限制。不過，川普
不在堅持總統重啟經濟的 「絕對權力」，而在電話中告訴州長
，他們可以決定何時與如何重新開放。而他建議，有些州其實
4月就可以重新開放。他並強調，封鎖美國不是可持續的長期
對策。

川普說，相關建議是 「這場戰爭的下一道前線。也就是所
謂的重新開放美國」。他說，這些策略是根據 「確實可信的資
料」，而每個階段都必須達到標準。

而據 BBC 報導，川普在這三階段 「重新開放美國」

（Opening up America Again）綱領中，建議了各州逐漸將封鎖
鬆綁的步驟。他並向州長保證，聯邦政府會提供協助，但由州
長自己來處理相關流程。

川普說，長期封鎖對公共衛生無益，並警告這可能會導致
濫用藥物、酗酒，心臟病等身心問題激增。他指出，只要狀況
許可，健康的公民可以重返工作崗位。不過，他也說重新開放
美國將循序漸進，但呼籲州長要快快根據自己的意願採取行動
。

在長達18頁的重新開放綱領中，涵蓋了三階段，而各階段
至少都有14天。其中第一階段所涵蓋的，大都是目前封鎖措施
的規範，如避免群聚與非必要的旅行等。可是綱領中說，像餐
廳、宗教禮拜場所，還有體育場館等大型設施場地， 「可以在
嚴格的社交距離規範下營運」。

而到了第二階段，民眾可以恢復非必要的旅行、學校可以
重開，而酒吧也可以重新營業，但要減少站立空間。

至於進入第三階段時，新冠病例呈下降趨勢的州在保持距
離的情況下，可以容許 「公眾互動」，而工作人員的上班地點
也可以不受限。此外，民眾得以恢復探訪養老院與醫院，而酒
吧也可以增加站立空間。

根據重新開放綱領，某些地區最快經過1個月的評估期後
就能恢復正常。不過，那些病例較多，或是感染率開始升高的
地方，花的時間就可能會比較久。基本上，第三階段將成為
「新常態」，並仍建議那些較容易受感染的民眾避免擁擠的空

間。

三階段！川普宣布重新開放綱領

（綜合報導）美國福斯新聞網 17 日報導，聯邦調查局
（FBI）官員發現有多家研發新冠肺炎治療藥物與疫苗的生化
公司以及科研機構遭到外國政府支持的駭客入侵。但FBI並未
透露涉案的駭客來自哪些國家，也未公布遭入侵的機構名稱。

FBI計算機安全署副助理主任烏格瑞茲（Tonya Ugoretz）

表示： 「我們的確發現了一些科研機構遭到偵察與入侵，尤其
是一些曾公開表示，正在進行新冠病毒相關研究的機構。」

她指出，不少研究機構會公布正在研發哪些疫苗與療法，
此舉惹來部分外國政府覬覦，甚至試圖竊取技術。

烏格瑞茲進一步指出，生化製藥公司不時受到外國政府撐

腰的駭客攻擊，但情況在新冠疫情期間尤為顯著。因為疫情延
燒，遠距上班與網路會議大幅竄升，讓駭客有機可乘。

美國國家反情報與安全中心主任伊凡尼納（William Evan-
ina）說，科研機構務必提高警覺，因為他們的研究可能是對抗
疫情的關鍵武器，這些情資與機密切不可被資安威脅者竊取。

疫情期間駭客蠢動 FBI警告生化製藥公司與科研機構嚴防

看不下去看不下去！！川普硬斷川普硬斷WHOWHO金援金援
美國會女王要出手了美國會女王要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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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新冠肺炎累計確診達39例
延長多項限制措施日期

綜合報導 據緬甸金鳳凰中文報微信公眾

號消息，當地時間12日晚8時，緬甸衛生與體

育部發布疫情監控公報，緬甸新增1例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並於12日病逝）。目前，緬甸累

計確診病例已達39例，其中4例死亡。

據報道，新增的這例患者居住在仰光班貝

坦鎮區，85歲，緬籍男性。4月9日出現發燒

、咳嗽等癥狀，4月11日前往仰光人民醫院就

診並接受隔離治療。該患者患有糖尿病和冠心

病，最近14天內沒有國外旅行史。

入院時，該名患者就表現出異常疲倦，並

出現血氧含量下降。雖然醫護人員盡力搶救，

仍未能挽回其生命，於12日6時醫治無效宣告

死亡。死因為急性肺炎、糖尿病、高血壓和冠

狀動脈堵塞。

將隔離期延長至28天
12日，緬甸衛生與體育部發布通告稱，將

隔離期由此前的14天延長至28天，其中包括

21天的指定地點隔離，以及7天的居家隔離。

通告表示，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感染

新冠肺炎的患者多數於感染後2天內出現癥狀，

而絕大部分感染者的發病時間都在28天以內。

衛生部還表示，目前，緬甸多數確診病例

都能查到感染源頭（輸入型或與確診病例有過

密切接觸者）。

將限航令延長至本月底
緬甸交通與通訊部發布通告，將停止所有

商業客運航班入境的限制日期延長至4月30日

23時59分，旨在防控疫情從國外輸入緬甸。該

限航令於3月29日發布，原定於4月13日23時

59分結束。

交通與通訊部副部長吳覺謬表示，國際商

業客運航班入境禁令的發布，遵從了世界衛生

組織的建議與緬甸衛生部的決定。在防控新冠

肺炎疫情期間，控制外國人入境緬甸是壹項很

重要的疫情防控措施。

當前，緬甸多數病例為國外輸入型或與確

診病例有過密切接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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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大邱市公布了分兩次進行

的新天地教會行政調查結果，並表示由於新天

地教會方面沒有如實提供教徒和場所名單，給

新冠肺炎疫情地區防疫工作帶來了幹擾。

據報道，在警方的協助下，大邱市利用

數碼追蹤調查方法，對有關2011年至2020年2

月為止新天地教會教徒名單的電腦文件進行

了分析，結果發現有1877名教徒的名單與新

天地教會提交的名單不壹致或無法確認。

大邱市稱，名單遺落和不壹致到底是有

意而為，還是因為存在退出或轉移教籍的情

況，還需要進壹步調查。

另外，當局發現並對共51處場所采取了

關閉措施。而新天地教會此前僅報告了42處

場所。

此外，引發韓國疫情爆發的第31號確診

患者當初在韓國防疫當局調查中稱，僅訪問

過兩次新天地大邱教會。但通過掌握的錄像

來看，其不僅兩次訪問新天地教會，還曾訪

問很多其他地方，做了部分虛假陳述。

大邱市相關人士表示，通過行政調查發

現了新天地教會方面的各種違法事項，將委

托警方調查。通過調查受害情況和研究法條

後，申請索賠。

同時，大邱市還強調，將對集會及聚會

進行持續監控，如果出現違反行政命令的情

況，將根據相關法律嚴肅處理。

看書逗狗看電視
安倍發居家視頻籲民眾宅家反被批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其個人社交賬

戶發了壹段自己居家休閑的視頻，視頻中安倍時而

看書，時而與愛犬親熱。視頻發出後，部分日本網

友批評安倍“不務正業”，對此，日本內閣官房長

官菅義偉表示，此舉意在呼籲年輕人不要外出，這

樣的宣傳有非常有效果。

據報道，安倍發出的視頻中，他與日本演員星

野源“同框”，左邊是星野源彈唱新作“在家跳舞

吧”的自拍視頻，右邊則是安倍自己在家養狗、喝

水、看書、看電視的壹段日常。

安倍在配文中寫道，“不能與朋友相見，也不

能參加聚會，但是只要大家行動起來，就是在拯救許

多人的生命”，呼籲民眾能配合政府的居家要求。

不過，部分日本網友對安倍此舉提出了批評，

表示“在國民生活都很困難的關頭，（發這樣的視

頻）很不謹慎”。

對此，菅義偉在記者會上表示，通過壹般方式對

年輕人進行呼籲時，總有覆蓋不到的地方，“（安倍

的視頻）意在呼籲年輕人不要外出，在社交媒體上做

這樣的宣傳很有效果”，同時，他表示，“（這條視

頻）獲得了35萬個點贊，引發大量反響。”

近日，隨著新冠肺炎疫情擴散，日本東京等地

進入“緊急狀態”，政府要求民眾沒事盡量不要出

門。日本演員星野源4月3日在網上發起了“在家

跳舞吧”的活動，並得到網友響應。

截至當地時間13日下午1時，日本累計確診病

例為7411例，死亡138例。

韓檢方對“N號房”主犯提起拘留起訴
涉嫌14項罪名

綜合報導 韓國檢方以涉嫌14

項罪名為由，對韓國“N號房”主

犯趙主彬進行拘留起訴。

據報道，韓國首爾中央地方

檢察廳數字性犯罪特別調查小組

13日以涉嫌違反《兒童青少年性

保護法》等為由對趙主彬提起了拘

留起訴。

此前，以其他嫌疑被拘留移交

審判的姜某和李某，因涉嫌參與

“博士房”的運營也被追加起訴。

韓國檢方表示，“博士房”以

趙主彬為中心，引誘受害者，制作

及散布性剝削產品從而獲取收益。

對於追加確認的共犯和有關余罪也

將進行徹底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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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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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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新冠肺炎下，全港學校復課無期，連

原定於3月底開考的香港中學文憑試亦暫延

至本月 24日。有學生將備試過程形容為跑

馬拉松，好不容易捱到快將衝線，卻被告

知終點線要延後，感洩氣之餘壓力也大

增。而對居於內地的跨境考生來說，更是

大失預算：由於檢疫限制，他們需要提早

來港備試，現在亦被迫持續與家人分離，

獨自在港等待疫情下仍存變數的考期。香

港文匯報到訪以宿舍照顧跨境考生的培僑

中學，了解其備試生活，看看他們如何在

疫情中調整心態，決心闖過文憑試的考

驗。

跨
境
遇
疫
境

考
生
遇
考
驗

獨自留港備試壓力大 培僑生憂再延期會鬆懈

文憑試被戲謔是“一試定生死”，數以萬計的中
六生大軍每年均要全力以赴應戰，但今年受疫

情影響，考試破天荒改期“避疫”。其中，跨境文憑
試生由於無法隨意往來內地與香港，所面對的壓力較
一般學生更甚，他們除了要全力溫習，更需要長期離
家，獨自留港面對。為支援跨境考生在疫情期間能安
心備試，培僑中學近月特別開放宿舍予13名跨境考
生入住，協助他們渡過“疫境”。

考試次序有變 打亂原有計劃
該校其中3名中六生，家住東莞的黎穎琪、來自

深圳的顧志立及江金玲近日一同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說說他們對文憑試的憂慮。
顧志立自3月初到港，在酒店完成14日隔離後便

入住學校宿舍。他表示，開考日期尚未明朗，“情緒
當然會更加緊張，也怕自己不能堅持自律”，而新的
考試時間表部分科目先後次序有變，也打亂其原有計
劃，“有些核心科與選修科的相距時間只剩一天”，
“我最怕考試延遲，甚至取消，這段時間很難熬，心
理上更是‘超負荷’。”
江金玲2月底從深圳到港，隔離後亦進入學校宿

舍居住。她於疫情前已開始全情投入備試，坦言上月
得知考試延期後不禁暗喜，“感覺多了時間溫習，但
隨着疫情日益嚴重，對於能否如期開考感到迷惘，如
再次延期，更怕自己到時會鬆懈。”

學校誘惑較少 只憂試場衛生
黎穎琪則認為，學校的“誘惑”較少，“住宿舍

的話，溫習狀態會更好一點。”她比較關注的是試場
衛生問題，“雖然試場外有量度體溫等措施，但新冠
肺炎恐怖之處在於沒有病徵也具有傳染力。”

江金玲亦提到，“我最怕考試期間發燒，若無法
繼續考下去，會非常不甘心。”其父母更是記掛着女
兒，“他們提醒我要勤洗手、不要亂摸東西。”

雖然近日疫情緩和，但變化始終難料，教育局亦
因此在15日提出了兩個後備考試日期及取消考試等
應變方案。在過去兩個多月期間，3名同學於亦不時
會想到，一旦文憑試最後因疫情而被迫取消，考評局
可如何公平地評核同學表現呢？有意到內地升學，首
選四川大學口腔醫學的顧志立擔心，若沒有公平的評
估機制，根本無法真實反映自身的實力。心儀科技大
學工商管理課程的江金玲亦相信自己的臨場發揮會更
好，故希望能維持考試安排。黎穎琪則以上海財經大
學為第一志願，現在的願望是文憑試能順利開考，而
自己能保持最佳狀態，就不枉這些年“寒窗苦讀”。

跨境考生除了要面對疫情、公開試的壓力，更需
要熬過離家備戰的孤獨感。為讓暫居學校宿舍的考生
安心，培僑中學全體教職員均想盡辦法鼓勵及支援他
們，讓其感到溫暖，幫助安然度過這段日子。

培僑中學校長伍煥傑表示，疫情對學生造成的壓
力甚大，“由於學生尚未成年，加上這批跨境生要離
開家庭來港赴考，對他們來說更是一大挑戰。”培僑
中學宿舍舍監葉就成亦表示，“延遲開考，學生的情
緒難免受到影響，這對他們的體能、鬥志都是考
驗。”

放寬煲劇限制 住宿有點娛樂
在此情況下，身邊人對考生的支援尤其重要，為

讓他們有“家”的感覺，培僑老師除了拍攝打氣短片
外，校長、舍監等亦抽空與學生聊天，為他們排解部
分壓力和焦慮。葉就成坦言，“打球、唱卡拉OK、燒
烤等活動已經無法舉行，只能利用吃飯時的些許時

間，和學生聊聊天，聽聽他們的心聲。”有時，舍
監、教師亦會在校內煮早餐，輪流邀請兩三個學生一
同參與，一起煮麥皮、烤多士。

以往宿舍規矩較多，葉就成笑言現時也已酌情放
寬，允許學生飯後“煲劇”半小時、看看電視，讓他
們有點娛樂。“有時候也有女同學繞着手，在操場唱
歌，我們在旁拍手附和，也算是一種鼓勵。”

學生健康及安全始終是學校的首要考量，為了減
少學生在外感染的風險，該校會有老師負責幫學生網
購，也有老師在周末駕車接載學生前往銀行、文具
店、超市等購買所需用品，每一個小舉動對老師來說
是舉手之勞，但學生卻感到特別窩心。
不過，超過兩個月離家赴考，學生始終會想家，

其中黎穎琪表示，離家日久，近來特別想念家人，所
以常與家人電話聊天，希望從中得到鼓勵，提醒自己
不可鬆懈。江金玲亦指會頻頻與家人進行視像通話，
閒話家常，格外開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教育局及考評局敲
定，文憑試如期在下周五（24日）開考，同時加強試場檢
疫，包括考生要作健康申報及考場內全程戴口罩等。考評
局秘書長蘇國生16日強調，如考生作出不實申報，例如隱
瞞自己發燒等，可能會被扣分或取消考試資格，而經醫生
證明缺席考試者則可申請成績評估。
蘇國生於港台節目指，今年各文憑試試場會提早於上

午7時50分開放供考生入場，建議考生可提早抵達，以便
完成量體溫、交健康申報表等程序後，可於8時30分開
考。他又提到，若考生因發燒未能於個別日子應考，康復
後仍可參加其他科目考試。
另外，針對一旦疫情惡化至6月11日仍未能開考，文

憑試將會取消，全港學校考生將以校內成績及所屬學校過

去文憑試往績作等級評估，最高評分仍有5**。香港教育局
局長楊潤雄16日表示，在公平角度而言，成績評估難以與
正式考試作比較，只是在沒有辦法考試下的一個可接受方
案。他又指，疫情下今年情況特殊，各地多個公開試已經
取消，假如要作成績評估，局方亦會與外地院校解釋當中
的科學化依據，相信不會影響文憑試的整體可信性。

上課交流較多 復課仍然無期
至於學校復課方面，楊潤雄表示，上課時學生距離會

比考試近，而且有很多互相交流機會，應該與考試分開兩
件事來考慮，局方會繼績按疫情發展、學校準備工夫和防
疫物資供應三方面作評估，並與持份者多溝通，現時未能
有一個確實的復課日期。

考DSE須申報健康 倘隱瞞取消資格

在此段“Study leave”期間，住在宿舍的培僑中
六學生仍需遵守紀律。每天上午10時到下午3時半，
他們要穿整齊校服，量度體溫後，男女生分別坐在兩
個課室自修。“放學”後，各人可以回宿舍換上便
服，玩玩遊戲、打打球減壓。

自尋喘息機會 空餘時玩狼人
留校宿生大減，原本6人睡一個房間，現在變為

3人一個房間。雖然“人口密度”下降，學校宿舍絲
毫沒有鬆懈：3名學生進入宿舍前，要在鞋底噴上消
毒噴劑，並在手上抹上酒精搓手液。
每天反覆溫習，宿舍生活會否太無聊？江金玲笑

言，“我們當然也會給自己喘息的機會！”她們在空
餘時間會在宿舍內玩“狼人”、UNO等遊戲，也會
在宿舍內的公共空間上網消遣。
在宿舍房間，江金玲和黎穎琪的書桌連在一起。

兩張桌子各自放上了計時器、考試練習等，中間還有
一塊白板，寫滿了她們對自己的期許：“5**”、
“入U！！！”。白板上除了一些數學公式，還寫了
北宋大文豪蘇軾的一句詞：“回首向來蕭瑟處，歸
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兩位女生也希望抱持蘇軾那
種豁達的人生態度，等待疫情消散，香港可以重新出
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紀律仍要遵守 每天課室自修

老師身邊支援 聽聽學生心聲

■學生進入宿舍前，會自覺用消毒噴劑清潔鞋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宿舍房間宿舍房間，，也是學生溫習衝刺的地方也是學生溫習衝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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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16日晚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習近平
指出，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各國都面
臨抗擊疫情的艱巨任務。我們一個月裡兩次通電
話，就更好開展疫情防控合作交流協調，再次體現
了中俄關係的高水平。你親自部署和指揮抗疫工
作，出台一系列有力防控舉措。我們相信，在你堅
強領導下，俄方一定能夠儘快控制疫情蔓延，保障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恢復經濟社會發展。

習近平強調，中俄山水相連，兩國人民心心
相通。俄方在中方抗擊疫情最艱難時刻鼎力相
助，我們銘記在心。這幾天，中國政府派出的醫
療專家組正在莫斯科積極開展工作，同俄方交流
分享抗疫經驗。中方已經向俄方提供了一批援
助，並積極協助俄方在華採購抗疫醫療物資。中
方將繼續給予俄方堅定支持。感謝俄方為在俄中
國公民所做的積極工作。相信俄方會一如既往為
中國公民在俄羅斯正常工作、生活提供保障。習

近平強調，將疫情政治化、標簽化，不利於國際
合作，中俄應攜手合作，共同維護全球公共衛生
安全。

習近平強調，今年第一季度，中俄雙邊貿易
額同比增長3.4%，這在世界經濟整體下行背景下
尤其難能可貴。中俄雙方要探討在常態化疫情防
控中採取靈活多樣的新合作方式，推動雙邊合作
不斷發展。相信經過疫情考驗，中俄戰略協作將
更加堅韌強大，兩國人民友誼必將歷久彌堅。

普京表示，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團結一心，
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取得重要成效，並正在
向世界上很多國家抗擊疫情提供支持和幫助。疫
情發生以來，俄中兩國始終團結合作，相互支
持，體現了俄中關係的戰略性和高水平。一些人
試圖在病毒源頭問題上抹黑中方的做法不可接
受。俄方願繼續同中方加強抗疫等各領域交流合
作，密切在聯合國等框架內溝通配合。兩國元首
同意繼續通過靈活多樣方式保持密切交往。

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網及記者敖

敏輝報道，當地時間4月14日，中國駐

尼日利亞大使周平劍在與尼日利亞外交

部長奧尼亞馬會見後舉行了聯合記者

會，就近期所謂“尼日利亞公民在廣州

遭到不當對待”進行了澄清和說明，並

介紹了目前尼日利亞在廣州被隔離公民

的最新情況。

��(���

尼外長：僑民遭歧視屬誤會
就“尼日利亞公民在廣州遭不當對待”作澄清和說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天津
報道）作為中國首批派往非洲支援抗疫
的專家隊伍，中國政府赴布基納法索抗
疫醫療專家組16日凌晨從天津啟程，
幫助當地開展疫情防控工作。據了解，
此次專家組成員共12人，由國家衛生
健康委組建、天津市衛生健康委選派，
從通過世衛組織認證的國際應急醫療隊
承建單位、天津市人民醫院抽調，輔以
天津市疾控中心成員，專業領域涵蓋呼
吸、重症、內科、院內感染、中醫、影
像、實驗室檢測、流行病學調查、消
毒、護理等。

出征儀式上，專家組組長、天津
市人民醫院副院長劉筠表示：“接到
任務後我們積極了解當地疫情變化情
況，同時，與當地醫療隊的同仁進行
溝通，了解當地醫療情況、救治情
況，並與當地定點醫院的院長、主要
科室負責人進行了視頻連線，了解醫
院病人收治情況和現行診療方案。我
們這支隊伍到達布基納法索之後，將
毫無保留地分享抗疫經驗，幫助當地
提升抗疫水平，為加深兩國人民的友
誼貢獻我們的力量。”

家人支持報名 免除後顧之憂
據了解，此次支援隊伍中，有不

少醫護人員剛剛結束支援湖北的任
務。天津人民醫院呼吸重症醫學科副
主任醫師蘇毅是天津第一批支援湖北
的醫療隊隊員，3月31日剛剛休整完
畢返回家中的他，4月2日接到了援助
非洲布基納法索的通知。“接到通知
時，我沒有猶豫，義無反顧地加入進
來，因為這是做醫生的職責。而我的
家人也非常支持，社區和單位也對我
很照顧，讓我沒有了後顧之憂。我們
前往布基納法索之後，將與當地醫生
攜手抗疫，做好疫情防控培訓工作，
助力當地疫情防控。”天津市人民醫
院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員徐陽也是剛
剛結束在湖北武漢江岸方艙醫院的工
作，這次又前往非洲參與抗疫工作。

中國和非洲是長期患難與共的好
兄弟。在中國疫情防控形勢艱難時
刻，非洲國家向中國提供了寶貴支
持，中國人民銘記於心，而此時非洲
需要幫助的時候，中國也責無旁貸。
談及此次援非之行，天津市人民醫院
院內感染科副主任楊炳軍表示：“中
非友誼源遠流長，這次有機會到布基
納法索參與當地抗擊疫情工作，我希
望能夠深刻體會這種精神，並將之發
揚光大。作為一名來自中國的醫生，
我會把中國抗疫的成功經驗，傳授給
當地醫護人員，幫助他們及時控制好
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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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國際在
線消息，由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與國資委、湖北省
武漢市委組織部共同發起，央視頻與國投人力共
同主辦的大型線上招聘活動“春暖花開國聘行
動”湖北雲招聘專場，上線4天以來，共有500多
家知名企事業單位積極參與，提供了主要面向湖
北應屆畢業生等的8萬4千多個優質就業崗位。

在這次湖北專場招聘中，武漢金銀潭醫院、

協和醫院等抗擊疫情主力醫療機構對外釋放1,600
多個崗位，為武漢醫療一線充實醫護力量提供了
便捷渠道，大批應屆畢業生投檔應聘。隨着離漢
通道全面開啟，湖北武漢在堅持做好常態化疫情
防控的同時，正不斷加快推進企事業單位有序復
工復產。

在中共武漢市委組織部的協調支持下，央視
頻精心組織此次湖北專場招聘，以“優質崗位馳

援武漢”為主題，為湖北特別是武漢地區的“抗
疫穩崗擴就業”工作提供助力。

“春暖花開國聘行動”湖北專場是繼長三角專
場、粵港澳大灣區專場之後啟動的第三個區域性雲
招聘專場活動。截至4月16日，此次活動已吸引
5,606家各類企業和社會機構入駐，累計提供超過
62萬個優質招聘職位，收到求職者簡歷173萬份，
招聘信息閱讀量近1億人次。

“國聘行動”湖北專場 逾8萬職位供畢業生

奧尼亞馬說，一些尼日利亞人近期抵達廣州後
被確診，其中一個經營飯店的女老闆確診，

該飯店是尼日利亞和其他一些非洲國家人員經常
光顧的地方，中國地方政府查明此點後，要求封
閉相關場所，隔離密切接觸者，被強制隔離的人
自然不被允許返回酒店、原住所等。尼國內一些
民眾僅根據社交媒體流傳的視頻就作出錯誤解
讀，誤以為尼日利亞人和非洲人在防疫中被“挑
選出來”，有針對性地被加以區別對待，表示不
能理解。

隔離僑民已獲妥善安排
奧尼亞馬表示，廣州地方政府與尼日利亞駐

廣州總領館已經建立了有效的溝通機制，雙方正
協同工作，做好說服解釋，讓相關人員都理解防
控舉措是為了確保包括外國人在內所有在廣州人
員的健康和安全。奧尼亞馬介紹，目前在廣州接
受隔離的尼日利亞公民已得到妥善安排。

在穗非洲人屬高危群體
周平劍在記者會上表示，中國對所有外國在

華人員一視同仁，反對任何針對特定人群的差異
性做法，對歧視性言行更是零容忍。在各方共同
努力下，尼日利亞朋友、非洲朋友的合理關切已
經或者正在得到有效解決。

周平劍介紹，截至4月13日，廣州累計報

告境外輸入確診病例119例，其中外國籍26例
（非洲籍19例，包括尼日利亞籍9例）。境外
輸入外國籍無症狀感染者60例，其中非洲國家
57例。在廣州的尼日利亞公民、非洲公民在防
疫方面是高風險群體，他們的健康與安全面臨
更大挑戰，必須通過全面排查、全部檢測等方
式對他們和其他市民的健康負責。這些都是抗
疫需要，絕對不是要搞什麼“歧視”。事實
上，廣州市對所有高風險人群及航班進行了重
點排查，共對1.5萬人實施居家或集中隔離，其
中外國人有4,600多人。

已安排17酒店用作隔離
16日舉行的廣州市涉外疫情防控新聞通氣會

提到，廣州主動做好入境旅客中轉和定點隔離接
待服務工作，截至目前，廣州已安排17家星級
酒店接待境外隔離人員，共接收5,702人。與此
同時，廣州市公安局正協助社區衛生防疫部門，
對入境人員開展上門走訪，開展核酸檢測工作。

廣州市公安局相關負責人表示，經法制宣傳教育
仍不配合的，公安機關將發傳喚或者強制帶離；
拒不執行隔離治療的，情節嚴重將採取註銷簽
證、限期離境、遣送出境等處理措施。
廣州市文廣旅局黨組成員、副局長柯顯東介

紹，17家星級酒店加強了溝通服務，把政策宣講
納入工作流程，第一時間向旅客介紹廣州防疫政
策措施，提醒和引導旅客自覺遵守相關規定，並
及時回應外籍人士的合理關切，提供必要的保障
和協助，提供多語種語言服務支持。同時，加強
人文關懷，如廣州酒家就為定點酒店配送廣州的
點心，酒店在客人入住之前優化酒店前台流程，
減少客人在大堂聚集的時間；為客人推出提高免
疫力的抗疫湯品和水果套餐；為隔離期間生日的
住客送上生日蛋糕、慰問卡；為深夜到達航班準
備溫暖“消夜”餐；為隔離結束為客人送上鮮花
和祝福卡片等。在保證境內外公民生命健康安全
的同時，充分考慮當事人合理關切和訴求，用心
做好服務保障。

■中國駐尼日利亞大使周平劍與尼日利亞外交部長奧尼亞馬在會見後舉行了聯合記者會。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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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不是儿戏，失败的机率极高。

组建一个成功的组织也绝非易事，而且

有很多事情可能出错。如果你准备创业

或正在创业，都可以从经历过的人那里

学到宝贵的经验教训，进而可以不断提

高成功的机会。本文作者介绍了他在创

业之旅中学到的五个重要教训，希望对

你有所帮助。文章译自Medium，作者

Nicolas Cole，原标题 5 Brutal Lessons

About Entrepreneurship I Learned My

First Year As A Startup Founder。

一年多以前，我说服了我的一位密

友德鲁· 雷吉(Drew Reggie)辞职，加入

我的创业之旅。

在那几个月前，我已经辞去了广告

业的工作，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过着舒

适的生活。他即将完成MBA学业，却

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未来缺乏激情:在

一家大公司的小隔间里找一份高薪工作

。

“我想创造一些东西，”他说。

“你知道的，和自己的员工在一起，还

有财务。我不想做自由职业，我想开公

司。”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试试看呢?”

我问了几十遍。“用我们省下来的钱，

你真的认为我们在一年内解决不了问题

吗?”

12个月后，我们拥有了一个全职团

队和超乎我们想象成功的公司。

Digital Press 这个项目名字就是我

们在公寓阳台上与许多人一起喝咖啡聊

天时想出来的。它也是我们的一项尝试

，旨在让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分享他们所

知道的东西。

因此，作为一名创始人，我想与大

家分享我在过去一年里从零开始创立公

司的重要教训。

教训1:你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但这没关

系)。

在开始创业之前，我非常幸运地有

一位导师。我的朋友、《Inc.》杂志的

专栏作家罗恩· 吉博利(Ron Gibori)教给

我的那些生活和商业知识，比我自己要

求学的还要多。但即使经过四年的辅导

，我“知道”的仍然只是理论。

我还没有感觉到。

在我采取行动之前，罗恩告诉我，

“当一切都变得混乱时，作为创始人，

你必须带来平静。”

我原来一直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直到我开始意识到，我是在别人的生计

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创建了一家公司。

创业使我自惭形秽。我发现，这也

让很多年轻的创业者感到惭愧，他们往

往一开始想要改变世界，但当他们意识

到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时候，那些

抱负却让他们倍感压力。

只有亲身经历过，理论才有意义。

所以,变得热情起来吧，开始做一些大

事。但请记住，只有当你能说“我经历

过”时，你才会真正明白。

教训2:忽略个人发展的创业是一场灾难

。

创业一年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商

业世界很少谈论个人发展的价值。

在我过往这年纪轻轻的27年里，

我做了很多事情。我十几岁的时候是一

名职业玩家，在大学时是一名健美运动

员。但没有什么能像创业一样考验我。

在我成为企业家的第一年里，我发

现自己会过于专注于生意，忽视自己，

然后我生活中的事情就会崩溃。人际关

系、健康、感情...一切都很痛苦，这一

切都是因为我觉得我的事业就是我的孩

子，为了看到它的成功，我会不惜一切

代价。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有多不健

康。

当你用力过猛的时候，你最终会造

成更多的是伤害而不是好处。

我知道我的余生都将是一个企业家

。现在没有回头路了，我已经永远改变

了。但如果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希

望为创业群体做一件事，那就是在创业

的同时，就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展开更广

泛的对话。

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迷失了自己，

你的公司也会遭殃。

教训3:现金就是汽油。

很幸运，我一生中遇到了其他成功

的商业领袖，他们的智慧言辞相传。但

最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创业者，你很

快就会明白这一点)是现金的价值。

我一直很节俭，但创业让我认识到

，我拥有的钱远远不止一个“储蓄账户

”。钱开始具有多种含义:生存的能力

，创新的能力，公司的未来，灾难中的

安全(就像我们现在所经历的)。

没有钱，你的公司就会消失。

在我们有了数字出版的想法之前，

我们的储蓄账户就已经被掏空了。我们

互相帮助以支付费用。当事情进展顺利

，我们开始建立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时

，我们都有一个完全相同的想法:“在

公司里存尽可能多的现金。”

这是你要学到的教训之一，甚至可

以从理论上理解，但是直到你真正开始

增加人手，付出的月薪也增加时才会真

正明白。

现金就是汽油。你不会希望自己开

着一辆空车上路吧。

教训4:机会的负担真实存在。

尽管如此，一个良性的问题仍是个

问题。

作为一名企业家，你能做的最糟糕

的事情之一就是想一次性做太多事。我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之斗争过，因为

当你对这个世界感到好奇时，你就会想

要探索它。

企业蓬勃能发展的部分原因是：简

单。正如我的另一位导师告诉我的那样

:“简单，就是速度。”

当我们试图同时在多个方向上构建

时，我们却失败了。我们过度劳累，筋

疲力尽，甚至灰心丧气。

但当我们能够一次专注于改善一到

两件事情时，我们却能“起飞”。

这一课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商业的

看法，也改变了我对生活中每一种追求

的看法。

一次只做一件事。

教训5:创业是孤独的。

没有人会知道你有多努力。

没有人会给你应得的认可或鼓励。

没人会坐在那里，日复一日地为你

加油。

当你陷入困境时，没有人会承担责

任。没有人能告诉你哪个方向是对的，

哪个方向是错的。创业是孤独的，因为

它意味着选择走自己的路。这让我花了

一段时间来接受和处理自己内心的情绪

。你的努力不仅没有得到生活中大多数

人的认可(至少没有达到你希望他们达

到的程度)，而且每走一步你都觉得自

己让别人失望了。

你不是让你的另一半因为你已经

连续工作 17 个小时而失望,就是让你

的朋友因为你没有回电而失望,或是

让你的联合创始人因你应对问题不够

及时而失望,又或许是让你的员工因

没有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而失望——或

者只是你因无法做到这些所有而对自

己失望。

这是创业中最艰难也是最残酷的事

实之一：在努力变好的过程中，你几乎

会在所有的事情上失败。

但你知道吗?这也没什么。因为在

一天结束的时候，你所能做的就是尽你

最大的努力，然后第二天醒来，再试一

次，再试一次，再试一次。

创业这一年，我学到了5个重要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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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岐山

美日企業擬撤華？
商務部：不會出現大規模外資撤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胡臥龍 濟南報道）飛機

進場、放油、消毒、座椅拆卸、稱重……16日，山東航空一

架客機在山東太古飛機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山東太古”）

被改裝成一架貨機。當日，機庫內尚有三架飛機在進行“客

改貨”改裝，機庫外還有5架飛機在等待改裝。

在位於濟南遙牆國際機場的山東太古機庫
內，山東航空的一架波音737-800機型客

機正在接受“客改貨”改裝。僅兩個小時，山
東太古飛機大修部的王學和他的工友就將168
個座椅拆卸完畢，座椅小心地被搬運下飛機。
隨後，維修人員用泡沫棉對飛機側壁板做了保
護，更換指示標牌、清理機艙。

改裝必稱重 未來可恢復為客機
山東太古飛機大修部生產主管房斌說，稱

重是“客改貨”核心工作。“用拖車將飛機牽
引到提前擺好的磅秤上，稱重人員記錄下3處
秤盤顯示的重量讀數，從而匯總計算重量和重
心。”
為避免風力影響磅秤讀數的準確性，飛

機在機庫內稱重，同時要保證溫度穩定以及
飛機處於水平狀態。通過稱重獲得飛機整修
後的基本重量平衡參數，運行控制、配載、
貨運等部門根據這些參數對飛機實行科學配
平，以保證飛行安全，實現最大裝載能力。

據房斌介紹，該架山東航空的飛機“客改
貨”工期緊、任務重，但工作人員在一天內就完成
了全部工作。此外，該飛機的改裝是可逆的，未來
還可再恢復為客機。

運載力20噸 是原客機兩三倍
“今年經過審慎評估，山航目前決定改造三

架737-800機型全貨機，其中青島基地改裝兩
架、濟南改裝一架。”山東航空貨運部副總經理
潘霄峰介紹，改裝後的飛機最大運載能力可達20
噸，是原客機運載能力的兩倍至三倍。

潘霄峰說，三架改造後的飛機本月下旬即
將投入使用，物流貨運主要航線除山東地區出
港的國內航線外，主要用於日、韓等短途國際
航線。日韓跨境電商快件，以及日韓企業在山
東生產的電子配件、高科技設備都將是其重要
貨源。

工作趕速度 訂單多達三四年後
緊鄰山東航空“客改貨”飛機的也是一架

波音737-800飛機，與之不同的是，這架飛機將
徹底被改裝成一架全貨機。該飛機整個內部架

構都被重新改裝，加強了地樑板增大承重能
力、加裝大型主貨艙門以便於大型貨櫃進出等
改裝，以適應從載客到載貨的變化。
山東太古飛機大修部客改貨車間工程師侯

可清說：“這是山東太古改裝的第21架BCF，
目前需要50個工程師奮戰85天。”

侯可清表示，從2018年4月到現在，該公
司已經完成了20架波音737-800改裝貨機。同
樣一個機型，2018年，單機“客改貨”需要70
個工程師奮戰120天才完成。隨着飛機維修行
業的自動化與智能化發展，“客改貨”周期也
會越來越短。
山東太古是山東航空集團與港機集團成立

的合資企業，以大修定檢改裝、航線維修為主
的飛機維修企業，飛機“客改貨”業務是公司
的“拳頭”產品，已接近公司業務收入的四分
之一。
“國內外訂單太多，上一架剛接近完工，

下一架提前10天左右就送來了。”侯可清說，
公司訂單已經排到三四年後了，原有的3條
“客改貨”生產線無法滿足產需，因此今年將
再添3條“客改貨”生產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針對
近期美日鼓勵企業從中國撤離一事，中國商務部
新聞發言人高峰16日在京回應稱，當前全球產業
鏈供應鏈格局不是哪個人、哪個國家能夠隨意改
變的，儘管疫情對在華外資企業造成一定影響，
但中國沒有、也不會出現大規模外資撤離情況。

近日有媒體報道稱，日本經濟刺激計劃細節
公佈，計劃撥款扶持日本企業從中國撤離。此
外，本月10日，美國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接
受採訪表示，美方希望盡可能多的美國公司回
流，政府將為企業支付從中國搬回的費用。

高峰對此表示，當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格
局是各國企業多年來共同努力、共同選擇的結
果，是各經濟體要素成本、產業配套、基礎設施

等綜合因素作用的結果。從總體上看，儘管疫情
對在華外資企業造成一定影響，但中國沒有也不
會出現大規模外資撤離情況。
據商務部監測，目前在華外資企業復工復產

率穩步提升。對中國8,700餘家外資重點企業的
調查顯示，截至4月14日，復產率超過70%的企
業佔72.8%，較上周提高0.9個百分點。

高峰稱，中國華南地區98%的日資企業已
恢復生產，開工率達到100%的企業佔41.4%，
開工率為80%至100%的企業佔42.3%。其他地
區日企復工也取得積極進展。在華生產率先恢
復，有力支持了日企經營和穩定發展，已有很
多日企表達了對中國市場的信心和進一步開展
對華投資的意願。

■■山東太古飛機大修部的工人們正在拆卸客機座椅山東太古飛機大修部的工人們正在拆卸客機座椅。。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春麗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春麗 攝攝

■■山東航空的一架客機在山東太古進行改裝山東航空的一架客機在山東太古進行改裝。。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客改貨客改貨””訂單多訂單多
魯企添三生產線魯企添三生產線

““上一架剛接近完工上一架剛接近完工，，下一架提前下一架提前1010天左右就送來了天左右就送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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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因新冠疫情積壓的購房

需求逐步釋放，中國樓價出現反

彈。中國國家統計局16日發佈的

數據顯示，3月份70個大中城市

中房價上漲的城市數量明顯增

加，一二三線城市新房環比價格

均有擴大，當月深圳二手房價環

比漲幅1.5%領漲中國。雖然深圳

房價領漲中國，不過16日深圳仍

出台政策，為發展商紓緩資金壓

力。

疫市反彈 70城房價深圳領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 為緩解因

疫情給開發商帶來的資金壓力，深圳市住建局和深圳市規
劃和自然資源局16日發文，放寬開發商新房預售條件，
將合條件項目預售要求的建設進度由以前要求的三分之二
改為二分之一。另外，各區可結合地產項目實際情況，要
求實施主體申請人以金融機構保函的方式代替現金形式的
保證金（監管資金），進一步緩解企業資金壓力。業內分
析認為，此舉可緩解開發商資金壓力，此舉尤其對中小型
開發商有利。

待批更新單元規劃有效期延長
為幫助開發商應對疫情影響，《關於應對新冠肺炎

疫情促進城市更新等相關工作的通知》明確，城市更新單
元計劃已按照《計劃管理規定》公告有效期且更新單元規
劃尚未批准的，其有效期延長三個月。

同時，參照深圳“惠企16條”在延期繳納稅款、免
徵房地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等方面規定的期限要求，
《深圳市地價測算規則》發佈前已列入城市更新單元計劃
的項目，在今年7月16日前申請並符合條件的，其地價計
收標準及方式可由企業選擇按原有規定執行或按新規則執
行。考慮到疫情對企業的影響，可結合項目實際情況，允
許發展商可以金融機構保函的方式代替現金形式的保證金
（監管資金），進一步緩解企業資金壓力。申請預售的商
品房項目，不再要求提交項目資本金餘額證明。

建設進度達二分一可預售
考慮到因疫情導致工期延誤使在建項目不能按時入

市，一方面企業銷售進度延後面臨資金和經營壓力，《通
知》允許放寬新房預售條件，將其建設進度由以前要求的
三分之二改為二分之一，而裝配式建築完成基礎工程並達
到標高±0.00標準的商品房項目，可以申請預售。

此外，針對開發商提出的因疫情防控影響要求延期
繳交土地價款的訴求，在綜合考慮深圳市土地出讓收入等
因素前提下，提出允許延期繳款的意見。

數據顯示，3月份70個大中城市中有38個
房價上漲，而2月份只有21個；房價持

平的城市則減少到10個。中國國家統計局城
市司首席統計師孔鵬表示，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生產生活秩序加快恢
復，因疫情積壓的住房需求呈現逐步釋放的
勢頭，70個大中城市房地產市場價格出現微
漲，但總體較為穩定。

一線城市房價僅廣州降0.5%
初步測算，4個一線城市新建商品房售價

環比由上月持平轉為漲0.2%。其中，北京持
平，上海和深圳分別漲0.1%和0.5%，廣州下
降0.5%。二手房方面，一線城市價格環比漲
0.5%，漲幅比上月擴大0.3個百分點，與1月
份相同。北京、上海和深圳分別漲0.2%、

0.3%和1.6%，廣州下降0.2%。受疫情影響，
武漢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均無成交，銷
售價格視為沒有變動。

西寧杭州銀川新盤漲價三甲
從漲幅榜看，新房價格環比上漲前三的

為西寧、杭州和銀川；二手房價格環比漲幅
依次為深圳、太原、唐山和杭州。

中原地產分析師張大偉表示，3月主要城
市樓市成交量恢復到疫情前的40%，4月上半
月接近去年同期七成。其中，深圳、杭州等
城市因為供需結構、疫情前的豪宅稅取消、
人才政策等刺激，最近出現快速恢復，成為
房價上漲的領先城市。

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朱振鑫認為，疫情
發生後實體經濟不振，房價卻逆勢上漲，一

方面是因為隨中國疫情得到控制，經濟恢
復，前期積壓的需求逐步得到釋放。尤其是
對於剛需、改善性需求來說，疫情只是暫緩
買房需求，但不會使需求消失，成交回暖帶
動價格上漲。

他又指，另一方面，在中國經濟下行和
海外降息潮的背景下，貨幣寬鬆才剛剛開
始。從歷史上看，只要政策寬鬆，房價大概
率都會上漲，這一次也不太會例外，只是會
有分化。

房價階段性回暖或屬短期
朱振鑫認為，短期房價出現階段性回

暖，但不會改變長期趨勢。核心城市的房產
仍有長期價值，但漲幅會比較平穩，外圍城
市房產則存在下跌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岑健樂） 星展銀
行（香港）研究部中國房地產業分析主管王
丹16日表示，預期中國房地產今年價格維持
平穩，上下波動約5%，主要因目前地價未見

明顯下滑，而政府的限價措施力度亦沒有改
變。她指現時中國流動性明顯放寬，按目前
中國最新的新冠肺炎疫情發展看，料全年成
交量或下跌5%至15%；倘估計疫情至今年底

才完結，全年成交量則下跌20%或以上。
另外，由於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她預計

今年發展商買地時會較為審慎，而部分融資
成本較高或融資壓力較大的內房企，可能會
縮減發展規模，部分中小型發展商則可能被
併購，行業集中度將會提升。

應對疫情衝擊
深圳出多招助房企解困

星展料中國全年樓市成交最多跌15%

■因疫情積壓的住房需求呈現逐步釋放的勢頭，70個大中城市房地產市場價格出現微漲，但總
體較為穩定。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圖為龍華區一新
盤。 李昌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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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疫情重創經濟，連庶民經濟的商圈、
夜市也不例外，不僅人潮銳減，消費力也大打
折扣。等不及中央發振興抵用券，北市部分商
圈先自救，有以商圈之力與外送平台談合作，
降低外送服務費；艋舺夜市則大打攤商團結牌
，由商圈內一店家擔起該商圈的外送服務，外
送美食不論攤數皆採 「以趟計費」，每趟酌收
20元，讓萬華在地居民不出門就可享受美食，
估商圈業績回升一成。

艋舺夜市商圈發展促進會長陳姿卉說，因
疫情影響，艋舺夜市人潮僅剩以往的2成左右，
生意幾乎停擺，有許多店家想加入foodpanda或
Uber Eats外送平台，雖然平台業者願意微降服
務費，但夜市小吃價格偏低，若抽成店家還倒
貼，因此才想以商圈之力提供消費者外送服務
。

立委林昶佐也在臉書推銷艋舺夜市商圈外
送服務。陳姿卉說，她結合艋舺夜市內68攤美
食自推外送服務，由商圈內的一家業者擔任外
送員，消費者只要點艋舺夜市內的任一攤餐點
，她透過廣播呼叫攤商將食物送到定點，再由
外送員整合、排序，依序將美食送到顧客手中
，每趟運費只收20元。

陳姿卉說，顧客點一攤、點兩攤，或點一
整條街的美食，整合後若只要出車一趟，都只
收取20元，相當划算。她估疫情爆發至今，商
圈業績增加一成。

因疫情延燒，入境旅客要先居家檢疫14天
，以國際觀光客為主力的西門商圈人流大減。
台北市西門徒步區街區發展促進會理事長劉家

鑫說，以往商圈每天約9.5萬至10萬人潮，疫情
期間最慘時只剩一成。近日0確診，他觀察指標
名店阿宗麵線、老天祿、以黑糖珍珠奶茶聞名
的幸福堂都現人潮，街頭藝人也回來了，估這
幾天人潮回籠至少三成，但提袋率不高，不知
是否與放無薪假不敢花錢有關，買氣稍嫌疲弱
。

店家也沒有坐以待斃。劉家鑫說，以往人
潮多時，店家忙做生意都來不及了，許多待修
繕的工作沒法進行，因此他鼓勵店家趁疫情期
間人潮較少時整修；此外，疫情導致部分店家
出走，但也吸引危機入市者，也有店家趁機擴
張店面，相信疫情過後西門町店家會呈現不同
的面貌。協會也規劃在五、六月舉辦員工教育
訓練，將邀老師指導會員店家員工學習英、日
語，以便顧客回流時派上用場。

目前西門紅樓已自推振興券自救，西門商
圈是否跟進？劉家鑫說，據他了解，因進出西
門紅樓還要掃QR CODE實名登記，紅樓的業
者向他透露成效有限，因此西門商圈目前將不
會自推促銷券，而是會等待中央推酷碰券，屆
時商圈店家就會配合推出優惠以吸引消費者回
籠。

台北市士林老街商圈繁榮促進會理事長蘇
文山說，因擔心萬一有攤商確診整條街恐垮，
疫情期間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示的社交距
離規範，避免人潮擁聚集，商圈組織沒有安排
促銷活動，另還訂製珍珠板，士林商圈的店家
攤商座位今會推出隔板，待疫情結束才會配合
市府推出促銷專案舉辦活動吸客。不過，士林

夜市知名的忠誠號蚵仔煎、上海生煎包等店已
個別加入外送平台foodpanda及Uber Eats外送服
務。

寧夏夜市及東門永康商圈則以商圈之力與
外送平台合作，讓顧客不用外出也可在家享受
美食。台北市東門永康商圈發展協會理事長劉
鴻翔表示，顧客因疫情不上門，劉還透露商圈
內的維格餅家將於本月28日結束營業，可見生
意不好做。

劉鴻翔說，商圈主動出擊，將美食送上門

，上周商圈才與foodpanda外送平台簽約，不僅
免店家上架費，外送服務費還比一般美食業者
更優惠，以方便民眾叫外送。此外，商圈也推
出 「大禮包」手冊，結合50多家提供的優惠資
訊，民眾可在旅服中心或國稅局大安分局、學
校等地索取，店家優惠活動到明年4月底。

台北市永康國際商圈協進會則是自行發行
永康商圈消費折價券，消費一百元打8.5折，希
望吸引消費者回籠。

【振興周末】0確診買一波！
夜市外送不限攤數每趟20元

（中央社）因應武漢肺炎疫情造成百業蕭條，勞動部規劃發
給符合特定條件的自營作業者及無一定僱主勞工3萬元，勞動部
今公布，該生活補助將在下周一起開放申請，符合資格的勞工可
到各投保的職業工會申請（勞保局櫃臺不受理），審核通過後7
到14天內就會匯入個人帳戶。但勞工團體批評，許多在職業工
會投保薪資較高的勞工，要負擔家計，才是需要補貼的一群，政
策並不公平。

申請該項補助的資格為，3月底以前有在職業工會投保勞保
且目前仍在保者，投保在2萬4千元以下、且107年所得未達課
稅標準（40萬8千元）者，就可申請補助，1個月1萬元，一次
將發給3萬元。

依勞動部資料，在職業工會投保且投保薪資在2萬4千元以
下者有133萬5千人；再進一步分析細項行業，人數最多的是製
造業約30萬4千人，其次是以美容、美髮等為主的其他服務業約
24萬6千人，營建工程業有約19萬3千人排第三，住宿及餐飲業
有約11萬9千人排第四，運輸及倉儲業有約10萬7千人排第五。

另外包括批發及零售業、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
務業、不動產業、金融及保險業等在職業工會以2萬4千元以下
投保者比率都超過70%。整體來說包括攤販、早餐店老闆、雞排
店老闆、工地工人、物流、外送員、美容美髮等。若扣除所得門
檻超標的16萬人以及領取其他部會補助者，勞動部粗估有100萬
人可受惠。

但該預算來源是紓困特別預算300億元，目前尚未經立法院
審議，勞動部說，該補貼方案昨已經行政院核准，因後續申請作
業填表格也需要時間，是方便職業工會服務會員，可提前讓符合
資格勞工申請，加快申請流程。

依勞動部資料，提出申請的勞工除了要到職業工會填寫申請
書外，也需檢附申請人本人名義的國內金融機構或郵局存摺封面
影本。另外有讀者反映，該計畫要求要檢附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
本，但有勞工可能因為欠債沒開戶或擔心戶頭一旦有錢就會被銀
行扣走，對此勞動部次長林明裕說，若有這層顧慮，會請承辦銀
行開支票，民眾不必擔心。

今早自營作業者補貼下周一開放申請的消息傳開後，勞動部
官網瞬間湧入破萬流量，造成官網一度當機，勞動部的1955專
線也被民眾打爆，勞動部緊急調整官網流量，並在晚間發布新聞
稿，指相關法治程序預定下周內完成，想瞭解申請方式與相關文
件者，明天起可到勞動部官網防疫專區 查閱，下周一起上班時
間可電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02）23961266分機5555，及各地勞
工保險局辦事處。

但輔導過多家職業工會的全國勞工聯合總工會前理事長林錫
維批評，在職業工會有許多投保10、20年以上，投保薪資都在3
萬元以上的勞工，他們養家庭、養小孩，繳得保費也比較多，這
波疫情也同樣受到衝擊， 「真正受影響的是這些人，卻無法領到
這筆補助；在職業工會投保最低工資的多是剛投保的年輕人，卻
可以因此領到津貼， 「這個政策是錯誤的、不公平的」。

林錫維說，很多官員坐在冷氣間紙上談兵，他多次反映，但
勞動部依然我行我素。台灣人有句俗諺： 「怨無，無怨少」，政
府應該要全部補貼。

【一兆救台灣】百萬低薪族領3萬 下周一開放申請2周內入帳

（中央社）台北市與中央在信義區合推口
罩販賣機，原先打算下周拓展到其他行政區，
但台北市長柯文哲政策轉彎，強調為了扶植產
業將改各區輪流上線。副市長黃珊珊今（4/17
）表示，目前萬華區、大同區口罩比較快賣完
，南港區、大安區則不時有餘額，因此，在比
較匱乏的區域，未來販賣機會優先上路。

北市上午舉行疫情因應會議。黃珊珊表示
，未來市府會考慮各區的需求度，看那些區域
可優先設置，目前萬華跟大同比較快賣完，主
因可能跟當地藥局密度較高有關。

她表示，目前廠商機台隨時都可上線，只
是現場位置還再做最後確認、配電也要調整、
人員也要演練，市府會參考信義區這幾天情況
來做改善；目前看來，販賣機設置之初銷售很
踴躍，但昨天開始降溫，整天銷售份數已低於
900 份，研判是民眾 14 天只能買一次，很多人
已買過，下次購買時間還沒到，自然就減少許
多。

中小學開賣口罩也用販賣機？ 黃珊珊：
若中央同意就不排斥

此外，中央近日打算在中小學賣口罩，媒
體詢問北市是否支持？有無考慮將販賣機拉進

校園？黃珊珊直言，學校本來就是最容易發送
的地方，目前台北市的孩子都有悠遊卡、學生
證，可以用來認證，不過，要賣口罩，她認為
還是統一由學校代收代發、老師直接協助比較
簡單。至於要不要用到販賣機，她表示，此事
可以討論，這是比較科技的方法，如果中央同
意，北市不會排斥。

市府財政局今在現場也宣布，北市文基會
、會展基金會轄下場館，也將享有北市日前提
出的減租方案，受惠場館包括西門紅樓、松菸
等。局長陳家蓁表示，這些單位可享3到5月租
金減租5成的優惠，但會要求業者將這些優惠也
落實到租用人身上。

北市勞動局日前推出千人就業方案，勞動
局長陳信瑜表示，方案推出後線上報名有562人
，就服站報名370人，第一波757個名額全數額
滿，由於中央提供新的補助，北市加碼推出2.0
方案，將人數再增加至1265人，不過第二波有
些資格限制，首先是半年內曾有兩個月的投保
事實，另外投保金額需在2.3萬以下。

薪資部分，第二波提供每月最高80小時工
時，每小時時薪 158 元，換算下來一個月可領
12640元，最長可以領6個月。黃珊珊強調，第

一波是市政府自己的預算，第二波是中央補助
，比較偏向打工性質，民眾可依自己需求來做
選擇。現場媒體追問目前口罩販賣機已動用多
少人力？黃回覆，目前已投入27人。

今天記者會上也出現一段插曲，為了幫助
防疫工作，淘寶台灣捐贈洗手乳等物資給北市
府，黃珊珊現場也頒發感謝狀感謝業者幫忙，
強調未來這批物資會發送到各級中小學供學生
使用。

現場有2家媒體質疑淘寶似乎有中資背景，
如此提問引來黃珊珊不滿，黃強調，淘寶台灣
過去也捐給桃園、新竹等縣市， 「這是一個防
疫物資，這事情不應該有政治」，反嗆要問這
種問題 「也可以問問桃園市長鄭文燦」。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中央徵用醫療口罩，
但連月以來口罩產能引發在野與執政黨攻防，
北市議員吳志剛今質詢問柯口罩夠不夠用時，
柯文哲表示，現在這變成國家機密，老實講他
也不清楚，因為沒有公開透明，不知道（數量
）哪裡去了。

吳志剛發現，網路有許多人宣稱口罩有穿
透率，只是沒有申請醫療用品證，但可上網賣
，一個賣16元；衛生局長黃世傑說，中央只有

徵用醫用口罩，一般口罩沒徵用，可以賣，但
業者這是賺災難財。吳志剛也說，也有網賣熔
噴不織布的口罩，這個應符合醫用口罩的材質
，但業者對外宣稱非醫用，究竟可不可以賣？
黃世傑說，這是鑽漏洞。(陳思豪、郭美瑜攝/台
北報導)

議員侯漢廷質詢時指出，最近大家都在進
行防疫工作，卻很多人頻頻造謠，先前口罩販
賣機上路，臉書社團 「只是堵藍」卻散播假訊
息稱有人拿多張健保卡買口罩。對此柯也相當
不滿，強調檢調應該介入，這些造謠者應該把
他們移送法辦。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今宣
布，自4月19日起，周日不再配送口罩至參與
實名制的健保特約藥局及衛生所，讓參與實名
罩口罩販賣的郵差藥師等人得以喘息。北市議
員陳重文認為，此措施會讓民眾湧向口罩販賣
機購買，他籲北市向中央要求增加口罩販賣機
販賣的口罩數量。柯文哲表示，理論上口罩販
賣機應是24小時皆可販賣，但是要配合健康中
心的營運，不過，這會再研究。北市副市長黃
珊珊說，若周日不配送口罩，市府也無口罩可
賣，但會再與中央協調看有無增量的方式。

【口罩販賣機】北市第二波設置 黃珊珊：萬華、大同先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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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只有

早餐摄取了足够的热量，人才能在一整

天保持一个较好的状态。

可很多人早晨宁愿多睡一会儿或者

将时间用来梳洗打扮，也不愿意拿出20

分钟认认真真吃个早餐。那么不吃早餐

的危害到底有哪些呢？

不吃早餐的人容易衰老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害怕

衰老，尤其是女性朋友。大量的数据统

计发现，长期不吃早餐的

人就比吃早餐的人更容易

衰老。发生慢性病的人群

，大部分是不吃早餐、生

活不规律的人，他们往往

早上起来会出现水肿、黑

眼圈、皮肤衰老等现象。

不吃早餐会伤害消化系统

如果不吃早餐，消化系统

肯定是首先会受到直接伤

害的，胃酸及胃内的各种

消化酶就会去"消化"胃粘

膜层，很容易导致胃溃疡

及十二指溃疡等消化系统

疾病。

快节奏的社会，让我

们的学业或者工作任务繁

重，所以我们更需要有一

个健康的身体去面对，每

天大脑和身体时刻处于高

度紧张的状态中，一定要

记得吃早餐来补充营养哦

。

不吃早餐反而会让身体肥

胖

很多人会因为减肥不吃早餐，殊不

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误区。临床科学

发现，长期不吃早饭会刺激人体大脑释

放出需要高热量的信号。早上不吃早餐

，再经过一上午的工作消耗，中午势必

食量会增大。

但是肠胃的消化能力与人体的吸收

能力、机体的能量消耗都是一定的，短

时间的大量积蓄能量，便会转化为脂肪

沉积在人们的体内，从而造成肥胖的发

生。

早餐不营养，反应跟不上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

卫生系马冠生教授指出，早餐质量差，

容易造成人体血糖水平相对较低，不能

及时为大脑提供充足的能量，易出现心

慌、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会大

大降低工作和学习效率。

那么健康早餐怎么吃，4种食物不可少

：

1、鸡蛋

鸡蛋的营养价值在于蛋白质，蛋白

质是人生命的基础。蛋白质主要在蛋白

中，蛋黄含有卵磷脂、胆固醇和卵黄素

等。

虽然有人担心蛋黄中的胆固醇含量

过高，但是对于年轻人而言应该没有问

题，隔天吃一个鸡蛋也是可以的。

2、牛奶

牛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钙含量。

对中老年人还能防止动脉粥样硬化、高

血压和骨质疏松。

新鲜牛奶营养是最足的，市场上的

乳制品加工后会加入一些其他糖，添加

剂，口味剂等东西，会使得蛋白质没有

鲜奶那么高。

3、 燕麦

燕麦有着"营养之王"之称，它是谷

类里面优势最明显的。

燕麦含有的蛋白质，脂肪，还有矿

物质都比其他谷类高，不仅为我们提供

能力，还能控糖和控脂。燕麦中含有很

高含量的β-葡聚糖，这种糖可以调节

肠胃，降低血脂，降低胆固醇，属于一

种可溶性膳食纤维。

4、面包

面包提供的是碳水化合物，它进入

体内后转化为糖，是人体主要的能量物

质，也是大脑最重要的能量来源。

全麦面包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B族维生素等，因此比白面包营养成

分更丰富。对减肥、糖尿病、动脉

粥样硬化者来说，它是更好的选择

。

总之，早餐十分重要，却也是最容

易被忽视的一餐，很多人早上匆匆起床

后就上班，没有养成吃早餐的习惯。长

期不吃早餐的危害大家也容易忽视，特

别是年轻人和上班族，认为自己年轻力

壮加上工作忙，少吃一餐也无大碍，直

到发病后，才追悔莫及。

今天的早餐吃了吗？

早餐要吃好，健康早餐这样吃

血液黏稠在临床上是称为“高粘稠

血症”，血液黏稠对身体健康带来的危

害是比较大的，因为当血液比较黏稠的

时候，血液流动速度会放缓，血液循环

的阻力会加大，这样一来就容易使得身

体组织处于缺氧的状态，这样就会进一

步影响到身体和器官的代谢和功能，也

容易带来各类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脑梗

就较为常见。

血液黏稠千万不能忽视，需要在平

时多注意。如果本身血液比较黏稠，那

么在平时应该少吃这些食物，以免对身

体健康造成伤害。

1、油炸食物

油炸食物的热量是很高的，并且油

炸后油脂容易氧化，反式脂肪酸比较多

，这种脂肪酸对血管健康的危害是比较

大的。一般来说，经常吃油炸食物的人

群是很容易发胖的，也是比较容易得高

血脂、糖尿病的，进而也是容易得心脑

血管疾病的。

因此，如果血液本身有点黏稠了，那

么就最好不要吃油炸食物了，否则不利于

血液的健康，而且还可能会加重，并加速

动脉粥样硬化和血栓的形成，对身体带来

巨大的威胁，罹患脑梗的几率也会上升。

2、咸菜

咸菜虽然热量不高，但是它的盐分

是比较高的，经常吃咸菜的人群，往往

会因为经常摄入过多的盐分而容易罹患

高血压，对血液成分也是不利的。

如果血液比较黏稠，再加上血压高

的话，那是比较危险的，血压过高很容

易导致血管的破裂，进而威胁生命健康

。因此，建议血液较为黏稠的人，在平

时要少吃咸菜这类高盐的食物，尽可能

吃清淡些，这样对身体健康才有利。

3、甜品

摄入过多糖分，不仅糖分可以转化

为脂肪，甚至可能会转化为内源性甘油

三酯，而且还能够诱发高血糖的出现，

进而导致糖尿病的形成。这些加在一起

，影响血脂和血糖，也是会使得血液黏

稠的上升的，对身体健康不利。

因此，血液比较黏稠的人，在平时

就不要吃甜品这类食物了，减少糖分的

摄入，才是对自己身体健康的负责。

4、酒

我们一直有着酒文化，有不少人喜

欢喝酒。但是喝酒过多对身体健康是不

利的。因为酒精的主要成分是乙醇，在

进入人体之后主要是通过肝脏来进行分

解和代谢，形成对身体无害的物质排出

体外。

而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会增加身体

的负担，而且身体为了分解酒精，可能会

放弃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那么这时

候所有的脂肪、碳水都会被优先储存，这

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代谢劫持”。

也就是说，经常大量喝酒，不仅容

易使得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物质在体内

储存，而且还可能会造成脂肪肝的形成

，这些对血液黏稠的来说是不利的。

5、动物肥肉、内脏

很多人喜欢吃肉，而仅仅是瘦肉可

能口感并不是那么好，一般是要搭配肥肉

的，比如扣肉、米粉肉、五花肉、猪肘等

，这些食物肥甘厚腻，吃起来很美味。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有很多动物肥

肉，吃多了必然会摄入过多的脂肪，从而

使得身体发胖，同时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

白含量超过高密度脂蛋白，脂类物质在血

液中不断堆积，那么就容易诱发高血脂的

形成，从而加重了血液的黏稠度。

还有就是动物的内脏也是不宜多吃

的，因为动物内脏一般胆固醇的含量也

是很高的，摄入过多的胆固醇会提升血

液的黏稠的，进而容易堵塞血管，也是

在平时需要注意少吃的。

因此，对于血液较为黏稠，身体肥

胖的人群来说，最好要少吃动物肥肉和内

脏，在吃肉的时候尽量避开。当然，最好

是少吃肉，多吃鱼，多吃低脂肪和低胆固

醇的食物，这样才有利于降低血液黏稠的

，才有利于血管和身体的健康。

5种饮食，不注意控制可能脑梗

（中央社）武漢肺炎疫情嚴峻，重擊航空
業，我國國際線旅客量雪崩狂掉9成9，入境台
灣人數僅剩近800人；國內線旅客量也銳減7成
，一天航班從高峰400班僅剩50多班。航空業
者無客可載，紛紛改為載貨，不但已約1800架
次客機採機腹載貨，另長榮航空也已提出客艙
載貨申請，交通部民航局今日已核准，成為國
籍航空客艙載貨獲准首例，除了液體或危險物
品，其他物品都可入客艙載運。

為協助業者提高貨運運能以降低客運衝擊
，民航局副局長方志文表示，截至4月中，業者
申請客機只載貨案件，已約1800架次；國籍航
空目前除了立榮，其餘5家業者都有申請，數量
以華航最多；另外今也已核准長榮航空所提之
客艙載貨申請案，獲准機型為波音777和787；
另華航和台灣虎航也有向民航局接觸。

長榮航空表示，長榮感謝民航局在最短時
間內擬定出客機客艙載貨申請作業原則，讓航
空公司可以作為運送緊急物資之彈性，在飛航
安全無虞的原則下，將以載運醫療物資為主，
飛航之日期與航線會視實際需求提出申請。

客艙不拆座椅載貨 須有管制人員執行檢
查

民航局標準組組長林俊良表示，客艙載貨
除了100ml以上液體和危險物品外，其餘都可運
載。他說，一般客艙有兩種形式，包括椅子不

動或拆掉椅子，但拆除椅子必須經過驗證，因
此國籍航空採用椅子不動的方案，貨物須放在
椅子上方、下方或座位供旅客雙腳放置的空間
，還有客艙上方的置物櫃。

林俊良說，以客艙載運的物品高度不能高
過椅子，且不能妨礙走道空間，每個椅子限重
75公斤，要採貨網固定；另為預防亂流，須有
一名管制人員在客艙進行相關檢查，且要熟悉
艙門在緊急狀況下操作的流程，並應留意溫度
管控和空氣流量。

航空業紓困2.0 華航長榮均以上限200億
元申請

交通部民航局也規劃 「紓困1.0」、 「紓困
2.0」等方案協助業者走出困境，執行中的 「紓
困1.0」經費約有48.63億元，目前已經補貼13.7
億元，達成 28%，受益對象包括航空公司、機
場、空廚與地勤業者等共約355家，補貼項目包
括降落費、土地、房屋、機庫使用費及權利金
，同時提供業者緩收相關航空設施使用費。

紓困 2.0 將協助業者申請貸款與利息補貼
500 億元，其中已經有 11 家空地勤提出申請共
495億元，每家最高貸款與利息補貼申請上限為
200億元，據了解，華航和長榮皆申請200億元
上限。

由於桃園機場產業發展協會昨指稱民航局
紓困補助的40多億元，廠商一毛都沒拿掉。對

此，民航局也澄清表示，並非廠商一毛都沒拿
到，補貼項目包括減免和緩收航空設施使用費
等，是不用收，業者沒有繳任何費用，針對業

者期盼補助勞工薪資和水電費減免，民航局也
會協請相關主管單位盡速協助。

【【疫境求生疫境求生】】國際線旅客只剩國際線旅客只剩11%%改拚貨運改拚貨運

長榮客艙載貨獲准創首例長榮客艙載貨獲准創首例

（中央社）受到武漢肺炎影響，高鐵運量崩跌擴大，3月旅
客人數銳減4成，高鐵原規劃4月18日起周末離峰減班41班，今
(4/17)再宣布止5月18日起將擴大減班，第二波減班將大砍147
班次，預計實施至6月23日，且這波減班擴及平日。總計前後兩
波共減188班，砍班幅度18.5%。高鐵表示，減班後，通勤時段
班次大多保留，而且各時段運能仍可充分滿足旅客需求。

台灣高鐵表示，受疫情影響，2月起運量明顯減少，統計3
月運量更較去年同期大幅衰退約40%，經審慎評估旅客需求，在
同時兼顧大眾運輸便利性與營運資源有效運用之前提下，決定自
5月18日起，啟動第二階段短期調整班表，由原第一階段每週調

整41班，再減少147班，總計兩階段調減188班，調整後每週提
供828班次的旅運服務，較原本每週1016班減少18.5%。

高鐵公司表示，調整後通勤時段多數班次仍予以保留，可充
分滿足旅客通勤需求，並於尖峰時段每小時提供6班次列車、離
峰時段亦維持每小時提供3至4班次列車的旅運服務。同時因應
本次短期班表調整，也將適度調節部分車次自由座車廂數，加強
服務旅客。

根據規劃，高鐵第二階段短期調整班表於5月18日起實施，
依發車前28日之售票規定，將自4月21日（下周二）凌晨零時
起開賣，短期調整班表預定實施至6月23日止，即端午節疏運前

。高鐵公司表示，將密切觀察疫情發展，持續評估旅客需求，一
旦疫情好轉、運量回升時立即提前恢復原班表。

台灣高鐵強調，自今年2月以來，民眾因為擔心疫情爆發紛
紛取消假日出遊行程，隨後更因疫情在全球擴大，多數民眾取消
不必要之外出行程，致使高鐵運量大幅下滑。經審慎評估、通盤
權衡市場供需，決定務實調整營運資源以落實公司治理，並啟動
第二階段短期班表調整。另將提升人員教育訓練，將既有人力投
入加強防疫工作及設備維護檢修，期望疫情過後，持續為旅客提
供更加優質、安全的高鐵旅運服務。

二度減班！疫情重創運量崩4成 高鐵5/18起大砍147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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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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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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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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