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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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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2020年5月5日 星期二
Tuesday, May 5, 2020

(綜合報道）美國政府已砸下 6,
600億美元至小企業紓困方案，不過
先前卻出現文件遺失、技術故障以
及資金錯誤流向大企業等多項疏漏
，遭外界批評。

美國 3 月通過初步 2.3 兆美元的
紓困方案，內容包括第一輪規模 3,
490億美元的PPP計畫。在開放申請
後，數日內就發放一空，當時共計
處理160萬筆貸款。

有鑑於小企業資金需求孔急，
先前許多受到疫情重創的業者抱怨
他們根本無法取得資金，此後，SBA
在第二輪即傾向核發規模較小的貸
款申請。這使得第二輪平均每筆放
款由第一輪的20.6萬美元降至約7.9
萬美元。

美國小型企業管理局（SBA）與

財政部表示，美國已發放逾5,000億
美元貸款給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重
創的小型企業，目前該基金僅剩 1,
450億美元的額度，但銀行業認為不
久後也可能發放一空。

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
洛（Larry Kudlow）3 日指出，政府
尚未決定是否更多注資至小企業緊
急貸款計畫，但他認為可能有必要
發放第三輪資金。他接受CNN節目
訪問時表示， 「毫無疑問，這是非
常受歡迎而且有效的計畫。」

「薪資保護貸款計畫」（Pay-
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PPP） 是
國會2.3兆美元紓困方案的一部分，
由政府擔保、銀行發放的紓困貸款
，為要協助受到疫情打擊小企業度
過難關。

即將再次用盡即將再次用盡
美紓困小企業發放資金緊張美紓困小企業發放資金緊張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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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全國三十個
州在上週局部開放
之時，美國全國疫
情並無明顯下降之
趨勢，尤其在東部
紐約州還是處於非
常嚴峻之情勢，中
部芝加哥也未有明
顯下降之情況。

綜觀全球情況
，日本因疫情嚴重
，全國關閉將再延
至五月底，歐洲各
國正急於開放，以
拯救衰退之經濟，
中南美洲及非洲大部分國家因醫療資源匱乏
，對新冠病毒只有聽天由命，中美兩國也因
病毒之來源，雙方已撕破了臉。

由聯邦政府撥款救助各大小商業之薪資
無償補助已經送到大部分人手中，但是這些
資助也無法立即改善滑落之經濟衰退，我們
建議川普總統立即改變做法，首先是動員美
國軍方及地方國防民兵尤其是醫療人員全力
加入重災地區之搶救工作，可讓醫院、警察
人力得到支援，政府尤其應該召集全國各大
醫學院校全力研發新冠病毒之疫苗及藥物，
這是消滅病毒之徹底做法，美國是全球高科

技之龍頭，各大研究機構及藥廠各立山頭，
無法整合實力，發揮集體之力量。

近世紀來，美國是全球最大經濟體，是
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這次受到新冠病毒
之肆虐，經濟已受到重創，我們建議政府應
該立即規劃重啟全國重大基礎建設，其中包
括陳舊的公路、隧道、機場、海港、教育設
施、公園、高速公路、高鐵等，這些公共設
施大部份已超過五十年之久。

危機可能就是轉機，執政諸公應以國家
利益為優先，才是真正為人民服務。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55//44//20202020

More than thirty states have partially
reopened for business, but some of the
states, including New York and Illinois are in
critical situations which have not shown their
death rates to be coming down.

Around the globe, Japan is still going to
remain shut down until the end of May. Most
of the poor countries in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because they are without sufficient
medical supplies, just cannot respond very
well to the Coronavirus or do too much about
it right now.

The U.S. and China are still arguing about
where the Coronavirus came from.

Most businesses have already received the
funds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but this help is
not the solution for our economic recovery.

We really urge President Trump to
immediately mobilize the U.S. military,
especially the medical teams and the
National Guard to help local governments at
hospitals and to take the pressure off local
police and lighten their heavy workloads.

We also need to organize all the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drug companies to speed up

Coronavirus research and find the vaccines
and treatment drugs to stop this disaster.

The U.S. as the rich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needs to reorganize our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and start rebuilding our national
highways, airports, bridges, parks and
high-speed rail systems. The majority of
these projects are already fifty-years old or
older.

At the same time, this crisis could still be an
opportunity for the U.S. We strongly urge the
leaders of our country to move forward with
our national interests in mind. Their first
priority should be to serve the American
people.

Let's Move Ahead Together WithLet's Move Ahead Together With
Three Urgent ActionsThree Urgent Actions

拯救經濟拯救經濟 我們要三管齊下我們要三管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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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綜合報導】】從從44月月77日起至今日起至今，，日本緊急狀態已過日本緊急狀態已過33週週，，44
月月1616日宣布緊急狀態擴展至全國日宣布緊急狀態擴展至全國，，也已經過去兩週多也已經過去兩週多，，但日本但日本
疫情防控形勢未見緩和疫情防控形勢未見緩和，，日本民眾不僅日本民眾不僅““五一五一””黃金周須黃金周須““悶悶””
在家裡在家裡，，原定原定55月月66日結束的緊急狀態繼續延期也是大概率事件日結束的緊急狀態繼續延期也是大概率事件
。。

在疫情之下在疫情之下，，東京各大知名景點遊人寥寥東京各大知名景點遊人寥寥，，顯得頗為冷清顯得頗為冷清。。
此外此外，，機場及車站也不同於以往人潮湧動的景象機場及車站也不同於以往人潮湧動的景象，， 部分列車還部分列車還
出現了空車情況出現了空車情況。。

據日本廣播協會據日本廣播協會（（NHKNHK））44月月2929日報導日報導，，東京塔附近店鋪東京塔附近店鋪
從上月起就紛紛停業從上月起就紛紛停業。。但在去年但在去年55月份月份，，這裡曾有這裡曾有280280萬以上的萬以上的
遊人來訪遊人來訪。。今年今年““五一五一””黃金周黃金周，，一些飲食店的入口仍貼著一些飲食店的入口仍貼著““臨臨
時停業時停業””的標識的標識。。此外此外，，東京塔附近的車站也幾乎沒有乘客東京塔附近的車站也幾乎沒有乘客，，檢檢
票口附近很冷清票口附近很冷清。。

為防止為防止““五一五一””黃金周期間因人員流動引發疫情擴散黃金周期間因人員流動引發疫情擴散，，日本日本
政府反复呼籲民眾停止外出旅遊和回鄉探親政府反复呼籲民眾停止外出旅遊和回鄉探親，，東京都知事小池百東京都知事小池百
合子設定合子設定55月月66日之前為日之前為““居家隔離週居家隔離週”。”。度假勝地沖繩度假勝地沖繩、、北海北海
道等地知事紛紛喊話謝絕遊客來訪道等地知事紛紛喊話謝絕遊客來訪，，一些旅遊景點關閉一些旅遊景點關閉。。

在實施緊急狀態後在實施緊急狀態後，，日本限制人員密集的文化娛樂活動和商日本限制人員密集的文化娛樂活動和商
業活動業活動，，要求民眾減少要求民眾減少8080%%的社會接觸的社會接觸，，企業遠程辦公比例提升企業遠程辦公比例提升
至至7070%%。。據國立信息學研究所調查據國立信息學研究所調查，，黃金周第黃金周第11天東京民眾出行天東京民眾出行
率減少了率減少了5555%%，，大阪減少了大阪減少了5151%%，，靜岡縣減少了靜岡縣減少了3333%%，，愛知縣減愛知縣減
少了少了3232%%。。

黃金周期間鐵路黃金周期間鐵路、、航空訂票率僅相當於往年的航空訂票率僅相當於往年的1010%%。。
但是但是，，日本厚生勞動省日本厚生勞動省44月月3030日發布的調查顯示日發布的調查顯示，，雖然東京雖然東京

企業遠程辦公達標率為企業遠程辦公達標率為5252%%，，但大阪普及率僅為但大阪普及率僅為2626%%，，遠離東京遠離東京
的鳥取的鳥取、、島根兩縣普及率更低島根兩縣普及率更低，，為為33%%至至44%%，，全國企業普及率僅全國企業普及率僅
為為2727%%，，日本柔性防疫由此可見一斑日本柔性防疫由此可見一斑。。

歐美病源令人擔心歐美病源令人擔心
截至截至55月月11日中午日中午，，日本全國已發現感染病例日本全國已發現感染病例1502315023人人，，死死

亡亡468468人人。。東京感染人數達東京感染人數達41524152人人。。

據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據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
所所44月月2828日發布的調查報告日發布的調查報告
，，目前在日本感染擴散的病目前在日本感染擴散的病
毒是源自歐洲流行的病毒株毒是源自歐洲流行的病毒株
。。 11月份至月份至22月份從中國武月份從中國武
漢傳入日本的第漢傳入日本的第11波病毒波病毒，，
雖在一些地方引發集體感染雖在一些地方引發集體感染
，，但日本根據路徑跟踪已經但日本根據路徑跟踪已經
對其成功封堵對其成功封堵。。

國立感染症研究所是日國立感染症研究所是日
本最權威的病毒研究機構本最權威的病毒研究機構。。
日本早期的病毒檢查日本早期的病毒檢查、、防範防範
均由該機構領導實施均由該機構領導實施。。該研該研
究所與地方衛生研究所合作究所與地方衛生研究所合作
，，採集各地感染者病毒並作採集各地感染者病毒並作
基因排列分析基因排列分析，，結果顯示從結果顯示從
武漢傳入日本的病毒感染病武漢傳入日本的病毒感染病
例已經消失例已經消失。。因此因此，，將其稱將其稱
為感染為感染““第第11波波”。”。分析顯分析顯
示示，，33月份以來日本各地發月份以來日本各地發
生的路徑不明感染病例生的路徑不明感染病例，，是源自歐美流入的病毒株是源自歐美流入的病毒株，，並引發了第並引發了第
22波感染波感染。。

日本感染病學專家日本感染病學專家、、白歐大學教授岡田晴惠指出白歐大學教授岡田晴惠指出，，抑制病毒抑制病毒
的根本手段的根本手段———疫苗和藥物開發尚需時日—疫苗和藥物開發尚需時日，，歐美一些國家在疫情歐美一些國家在疫情
尚未完全控制之際就恢復社會生活尚未完全控制之際就恢復社會生活，，可能引發第可能引發第22波波、、第第33波疫波疫
情高峰情高峰。。

與此同時與此同時，，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專家也稱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專家也稱，，下個流感季新冠肺下個流感季新冠肺
炎疫情可能同時復發炎疫情可能同時復發，，將大大增加醫學應對的困難程度將大大增加醫學應對的困難程度。。

或將延長緊急狀態或將延長緊急狀態
55月月11日日，，日本政府召開新冠肺炎疫情專家會議日本政府召開新冠肺炎疫情專家會議，，分析形勢分析形勢

並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議並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議。。專家會議指出專家會議指出，，雖然全國感染數量呈減雖然全國感染數量呈減
少趨勢少趨勢，，但減少人員接觸的目標尚未實現但減少人員接觸的目標尚未實現，，此時一旦放鬆出行此時一旦放鬆出行，，
感染人數會迅速反彈感染人數會迅速反彈，，進而使迄今付出的所有努力前功盡棄進而使迄今付出的所有努力前功盡棄，，因因
而建議維持現有緊急狀態而建議維持現有緊急狀態，，繼續壓縮人員外出繼續壓縮人員外出。。同時同時，，專家們還專家們還
建議政府根據各地區感染人數和醫療能力調整劃分不同警戒級別建議政府根據各地區感染人數和醫療能力調整劃分不同警戒級別
。。

據報導據報導，，日本政府將在日本政府將在55月月44日再次召開專家諮詢委員會會日再次召開專家諮詢委員會會
議議，，並決定下一步應對方針並決定下一步應對方針。。
看來看來，，日本延長緊急狀態概率極大日本延長緊急狀態概率極大。。

(綜合報道）阿富汗官員3日說，阿方已經著手打撈在西部邊
境省份一條河裡溺斃的多名阿富汗人遺體。有媒體報導，與阿富
汗西部接壤的伊朗邊境邊防警察阻止阿富汗人越過陸路邊界入境
伊朗。

阿富汗外交部2日發布聲明，稱已經啟動調查。路透社以一
名總統府官員為消息源報導，初步調查顯示，至少70名阿富汗
人從赫拉特省前往伊朗時遭到毆打，被趕入哈里魯德河。
阿富汗外交部說，分管政治事務的副部長已經受命全面調查這起
事件，承諾採取“必要”措施。

哈里魯德河盆地位於阿富汗、伊朗和土庫曼斯坦三國邊境地
區。

赫拉特地區醫院多名醫生說，醫院接收多具遺體，其中有人
溺水身亡。院長阿里夫.賈拉利說：“到目前為止，院方接收5具
遺體，其中4人明顯死於溺水。”

伊朗駐赫拉特領事
館否認伊朗邊防警察
折磨並導致數十名阿
富汗人溺亡的說法。
伊朗領事館2日發布聲

明：“伊朗邊防人員沒有抓捕任何阿富汗公民。”
一名名為努爾.穆罕默德的阿富汗人告訴路透社記者，他是2

日遭到伊朗邊防警察抓捕的57名阿富汗人之一，他們從赫拉特
前往伊朗尋找工作機會。 “遭受折磨後，伊朗士兵把我們扔進
哈里魯德河。”

希爾.阿迦自稱倖存者之一。按他的說法，57人當中至少23
人溺亡。 “伊朗士兵警告我們，如果我們自己不跳，他們會開
槍。”

德新社援引赫拉特省議會議員艾哈邁德.卡羅齊的話報導，
12人游到安全地帶得以逃生，當地人找到7名死者遺體，其他人
不知所踪。

阿富汗當地官員說，阿富汗人先前就遭到伊朗邊防警察非人
道對待。赫拉特省省長賽義德.瓦希德.卡塔里在社交媒體“推特
”留言：“總有一天，我們要算賬。”

路透社報導，這起事件可能觸發伊朗和阿富汗兩國之間的外
交危機。

阿富汗當前國內政治形勢脆弱。一方面，去年9月總統選舉
遺留的爭議迄今沒有解決；另一方面，塔利班與阿富汗政府雙方
的內部和解對話啟動艱難。

阿富汗塔利班也就這一邊境事件發表聲明，呼籲伊朗政府懲
治兇手，確保類似事件不再發生。

另外，波及全球的新冠疫情同樣肆虐阿富汗和伊朗。伊朗當
前正全力防控新冠疫情，而大批阿富汗人正從伊朗回流阿富汗，
其中不少人確診感染。按路透社說法，每天多至2000名阿富汗
人從伊朗入境阿富汗西部邊境省份赫拉特。

阿富汗衛生部發言人拉菲克.希爾扎德說，截至3日，至少
541名感染者來自赫拉特，包括13例死亡病例，其中大部分人是
從伊朗返鄉回來。

持續衝突、極端貧困和高失業率每年驅使成千上萬阿富汗人
非法入境伊朗，尋求生計。聯合國報告顯示，大約100萬阿富汗
難民棲居伊朗境內，而沒有身份的非法阿富汗難民人數高達200
萬。

疫情之下，日本“五一”黃金周竟然是這樣

多人溺斃邊境多人溺斃邊境 阿富汗啟動調查阿富汗啟動調查



C03_LUTHERAN西南國語教會256B_4

西南國語教會
Chinese Lutheran Church

韓友惠牧師     Rev. You-Hui Han
金克里斯牧師  Rev. Chris kim

星期日  上午 09:30 主日崇拜(國語)/兒童崇拜(英語)
            上午 10:00 兒童主日學/英語主日學
            上午 11:00 兒童中文班
            上午 11:15 成人主日學(國語)
            上午 11:40 主日崇拜(英語)
星期三  晚上 07:30 教會禱告會
星期六  晚上 06:30 分區家庭團契

Tel: (281)498-0105    www.clchouston.org
12143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位於百利大道上/介於Kirkwood與Cook之間)

竭
誠
歡
迎

您
來
參
加

AA44綜合國際
星期二       2020年5月5日       Tuesday, May 5, 2020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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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59

90

Av
e. 

E

綜合報導 墨西哥衛生部副部長卡特

爾在早間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墨西哥境內

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經正式進入第三階段，

這意味著感染者人數和接受入院治療的人

數都將迎來高速增長期，即大規模傳染階

段，也就是最危險的疫情暴發階段。墨西

哥總統洛佩斯在此前壹天公開表示，墨西

哥即將迎來對抗疫情“最艱難的部分”。

同時根據墨西哥衛生部官方的最新

數據，截至當地時間4月29日，墨西哥

全國累計確診17799例新冠肺炎病例，死

亡病例總數已經上升到1732例，每天的

增幅病例都很大，而首都墨西哥城已經

成為全國疫情最嚴重的地區。

面臨嚴峻的疫情蔓延情況，墨西哥

當地時間4月26日，墨西哥城的市長在

新聞發布會上發布，要求從 4月 27 日

（周壹）開始，要求墨西哥城全部市民

必須佩戴口罩才能出門，包括在地鐵等

公共交通工具上也必須佩戴口罩。

看似簡單的口罩墨西哥人真的戴對

了嗎？

從2月28日到4月底，墨西哥疫情已

經發展了足足2個月，墨西哥也經歷了

從第壹階段輸入病例到第二階段社區傳

染，21日正式進入到目前最嚴重的第三

階段大規模傳播階段。整體上來說，墨

西哥目前疫情發展形勢仍然較為嚴峻。

所以墨西哥當地時間4月26日，墨西

哥城的市長在新聞發布會上發布，要求從4

月27日（周壹）開始，要求墨西哥城的全

部市民佩戴口罩才能出門，包括在地鐵等

公共交通工具上也必須佩戴口罩。正式對

發起了戴口罩防疫的號召，這已經距離疫

情傳入墨西哥將近過去2個月了。

雖然等到了遲來的推廣口罩令，但

是緊接著，就在全民口罩日的第壹天，

有報道稱，近半數的墨西哥民眾其實口

罩是戴錯的。

墨西哥衛生部副部長卡特爾表示，

墨西哥民眾中有近50%的人，佩戴口罩

的方式有誤，比如沒有覆蓋住鼻子，或

者用手汙染了口罩內側接觸口鼻的部分

等。各種新聞圖片上也能看到，確實很

多墨西哥人沒有把鼻子用口罩遮蓋住。

這樣的情況讓人感到驚訝。看似簡單的

戴口罩，墨西哥人能戴得正確嗎？

在墨西哥，很多戴口罩的人都是

“新手”。首先，佩戴方法出錯，有沒

有蓋住鼻子，甚至口罩裏外戴反，那條

金屬壓條就更不知道怎麼放。其次，對

口罩的類型和功能不了解，各種奇形怪

狀的口罩都往臉上套。所以在疫情面前

，真的需要來自政府衛生部門更多的宣

傳指導，墨西哥人才能正確佩戴口罩，

讓口罩起到應有的防護防疫作用。

有媒體分析，墨西哥人不戴口罩的

現象，還與口罩壹定程度的稀缺和高昂

價格有關。

首先從市場經濟規律來說，如果全民

去搶購口罩，壹定會造成口罩價格上揚，

還會造成大量的口罩稀缺。事實上，壹個

N95口罩在墨西哥已經被炒到大約100比

索，約合35人民幣。墨西哥城公布口罩令

已經過去5天，現在走在墨西哥城的主要

街道上，可以明顯看到戴口罩的人比例上

升，大約能有六成的人是戴著口罩的。

但是口罩供應短缺的問題也已經出現了

，高昂的價格和缺貨，讓該戴的人戴不上，

比如病人、醫生都沒有充足的口罩戴，應該

防的人沒有被防，不需要防的人亂防。

墨西哥當地時間4月29日，墨西哥

城社保局（IMSS）94號診所的醫生因為

沒有足夠的針對新冠肺炎病毒的醫療防

護設備而聚集起來，在區政府社保局門

口進行抗議。要求能夠給他們配備足夠

的口罩，防護面罩，護目鏡，醫用靴子

等醫療防護設備。同時，診所裏面也沒

有設立感染隔離區。

之前有相關報道指出，在墨西哥全

國的確診病例中有大約10%的病例是墨

西哥的醫務工作者，他們因為沒有足夠

的防護設備而感染新冠肺炎。類似的醫

護人員抗議要求得到防護設備的事件近

期在疫情最集中的墨西哥城時有發生。

隨著墨西哥當地新冠肺炎疫情的繼續

發展，專家判斷說，疫情的拐點可能會

在5月份到來，接下來的日子裏，人群

中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比例增高，那麼

戴口罩對防疫的效率也隨之提高，支持

戴口罩的人也會多起來。但隨之而來的

，口罩短缺的問題將繼續嚴重。

希臘島上難民營再次發生火災
數百名難民無處棲身

綜合報導 希臘薩摩斯島壹處難民營至少發生兩起大火，並燒毀營

外大量棚戶屋，造成數百名難民和移民無處棲身。兩名消防員在行動中

受輕傷。

據報道，大批消防員在當地徹夜滅火。當局並未公布起火原因。據

悉，營中不同種族難民發生沖突是首場大火的起因。

非政府組織“無國界醫生”在社交網站上表示，此次大火造成大約

100人的帳篷被燒毀，他們正面對無家可歸的困境。目前，部分難民和

移民已被安置到附近城鎮瓦西的壹個廣場。

薩摩斯島上的難民營極度擁擠，原先設計只能容納不到650人的收

容設施裏，住了將近7000人。

希臘政府先前計劃25日將島上各難民營的2300多名難民和移民遷移

到希臘大陸地區，其中包括許多老人和體弱人士，但由於擔心新冠疫情

，該項行動被推遲。

此前，希臘數座難民營已因為出現新冠確診患者而進行隔離，包括

裏措納難民營、馬拉卡薩難民營、克拉尼迪難民營等。

部分難民營中的居民對新冠病毒感到恐慌，並曾因此發生嚴重騷亂事件。

4月18日，希俄斯島維安難民營遭到縱火，造成大面積破壞，事件

起因是壹名47歲的伊拉克女難民死亡，難民營居民認為她的死因與新冠

病毒相關，但希臘官方否認此說法。

4月22日，數十名來自萊斯沃斯島莫利亞難民營的難民和移民在營

外靜坐，稱營內有新冠病毒蔓延的危險，要求將他們轉移到希臘大陸地

區，其後該營更發生槍擊事件。

歐洲多國兒童出現罕見綜合征
政府高度關註

綜合報導 在新冠疫情期間，包括法國在內的幾個歐洲國家兒童出

現罕見綜合征，這些兒童的癥狀與川崎氏病和中毒性休克綜合征特征相

似，引發關註。法國衛生部長韋朗表示，政府對這壹情況非常重視，同

時他強調，目前還沒有充分證據證明這與新冠病毒直接有關。

據報道，英國最早報告這壹情況的出現，近日英國兒童中出現類似

川崎氏病癥狀現象增多。川崎氏病是壹種全身血管發炎的疾病，多發於

5歲以下兒童。這種疾病的產生原因目前還不清楚。英國衛生大臣漢考

克28日晚說：“此事令我們擔憂。”

在英國發出預警後，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國也發現了少

量兒童及少年出現川崎氏病癥狀的情況。

法國衛生部長韋朗表示，“他是從巴黎醫療團隊獲得的警訊”，巴

黎有“15個孩子出現癥狀，這些孩子年齡不等”。他們出現了發燒、消

化系統癥狀和面積較大的血管炎癥。韋朗說，“就我所知，所幸沒有孩

子因為這些並發癥死亡。這些並發癥很少見，有可能伴有心臟炎癥。”

韋朗進壹步說，“我對這個問題非常重視。但目前衛生部門還未調

查清楚這些孩子出現癥狀的原因。”他呼籲法國和國際醫務界、科學界

提供盡可能多的信息，以確認新冠病毒和這些癥狀有無聯系。據悉，患

病兒童中有的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有的呈陰性。

另外，韋朗表示，這壹情況的出現不會影響學校5月11日重新開學

的計劃。

亞歐地區疫情持續蔓延
俄新冠病例數接近10萬

綜合報導 新冠疫情在亞歐地區持續

蔓延。俄羅斯新增確診病例數繼續維持高

位，總病例數接近10萬。白俄羅斯單日確

診病例數也創下新高，達到973例。

據俄羅斯防疫指揮部29日消息，過

去24小時俄新增新冠確診病例5841例，

創單日確診新高，累計確診99399例。全

俄新增死亡病例108例，累計死亡972例；

新增治愈1830例，累計治愈10286例。

俄總理米舒斯京29日表示，政府將延長

外國人入境俄羅斯禁令期限至疫情狀況

改善為止。

白俄羅斯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不斷

刷新紀錄，29日新增確診病例973例，

累計確診13181例；新增死亡病例5例，

累計死亡84例；累計治愈2072例。白衛

生部28日發布了新冠患者指南，55歲以

下的無癥狀感染者和輕癥患者，在不患

有糖尿病、慢性心力衰竭和支氣管哮喘

等慢性疾病的情況下，可以居家接受隔

離治療。

哈薩克斯坦衛生部公布的新冠疫情

動態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29日12時

（北京時間29日14時），哈累計新冠確

診病例達3079例，治愈774例，死亡25

例。醫療工作者確診病例數占總數的近3

成。哈薩克斯

坦近期將在5個

城市開放自費

檢測，24 小時

內出結果。該

國還在研制4款

新冠病毒疫苗

，研發耗時將

在3年左右。

烏克蘭 29

日新增456例，

累計確診 9866

例，累計死亡

250例，累計治愈1103例。烏衛生部長

斯捷潘諾夫29日表示，烏克蘭有近千家

醫院的財政資金不足，衛生部將籌集2.4

億格裏夫納（1美元約合27格裏夫納）

優先供給無力發放工資的醫院。

格魯吉亞新增確診病例6例，累計

確診517例，累計死亡6例，累計治愈

168例。格魯吉亞衛生部長季卡拉澤當天

表示，中國政府援助格魯吉亞抗擊新冠

疫情的抗體檢測試劑、醫用手套、防護

服等醫療物資當日已運抵第比利斯。

截至29日，蒙古國累計確診38例，

均為輸入性病例。蒙古國國家傳染病研

究中心主任尼瑪呼表示，該國將派3個

班次航班接回滯留海外的公民，主要包

括孕婦、老人、兒童等高危人群。

吉爾吉斯斯坦 29日新增確診病例

21例，累計確診729例，累計死亡8例

，累計治愈437例。吉爾吉斯斯坦政府

新聞局28日說，總理阿布爾加濟耶夫

表示，鑒於國內疫情發展情況，該國

已制定了壹套分階段恢復經濟活動的

路線圖。

烏茲別克斯坦29日新增確診病例31

例，累計確診1955例，累計死亡8例，

累計治愈992例。

墨西哥城要求市民戴口罩
卻有近半數人都戴錯？

防民眾聚集過節增染病風險 瑞典小城將在公園倒雞糞

綜合報導 瑞典隆德市政

府將在其中央公園傾倒壹噸

雞糞，以阻止多達 3萬名居

民在30日晚上聚集在那裏，

慶祝傳統節日“沃普爾吉斯

之夜”。

隆德市議會環境委員會

主席朗布萊德(Gustav Lund-

blad)說：“隆德可能會在4月

最後壹個晚上變成新冠病毒

傳播中心，我認為這是個很

好的做法。”

朗布萊德表示：“我們

藉此機會為草地施肥，但同

時也會很臭，所以坐在公園

裏喝啤酒可能不是太好。”

他又說，唯壹可能的缺點是

也許不只公園有臭味。

朗布萊德坦承：“我不

是肥料專家，但據我所知，

在公園外顯然也能聞到壹些

味道。畢竟這些是雞糞，我

沒辦法保證這座城市的其他

地方沒有臭味，但重點是能

讓人待在公園外。”

據報道，瑞典沒有像

其北歐鄰國和歐洲其他大

部分國家壹樣，采用嚴格

的封鎖方式，而是傾向由

個人各自負責取代嚴厲的

執法。

中歐、北歐國家普遍在

4月 30日舉行派對或篝火活

動，慶祝“沃普爾吉斯之夜

”。因為這些慶祝活動被歸

類為“自發性”，因此當局

無法禁止，但為了避免疫情

蔓延，瑞典許多城鎮都要求

市民今年不要依照傳統方式

過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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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預購第口罩預購第77輪開跑輪開跑
超商推咖啡優惠搶客超商推咖啡優惠搶客

（中央社）第7輪口罩實名制3.0預購今天
開跑，為搭上口罩預購商機，超商續推優惠活
動，咖啡依舊是業者眼中吸客主打星。

第7波 「口罩實名制3.0」今天至6日開放
預購，取貨期間為5月11日至24日，民眾可於
取貨時，直接續購下一輪口罩。由於口罩實名
制帶動民眾上門，超商業者看準預購時間，推
出各式優惠搶客。

其實，超商口罩預購政策已上路一段時間

，業者搭配預購帶動咖啡銷售量業績上升，統
一超商表示，3月底活動推出後，累計至今帶動
咖啡銷售成長近2成；全家便利商店則說，4月
咖啡業績較3月成長1成。

有鑑於口罩預購拉咖啡銷售效益佳，4 大
超商再度延續優惠活動，包括統一超商、全家
、OKmart與萊爾富。

統一超商推出預約付款超值回饋方案，用
icash聯名卡的icash2.0功能、OPEN錢包、icash

Pay等支付工具付2週9片口罩價格，前11萬名
會員贈送5000點OPEN POINT。同時，持續推
出大杯拿鐵免費升級特大杯拿鐵等。

全家表示，到全家門市領取口罩，除了可
享大杯美式、拿鐵，不限冷熱同品項買1送1優
惠。

OKmart則是預購口罩後可以加購大杯美式
，即可獲得1張額溫卡，方便隨身攜帶量體溫。
另外，到OKmart領取口罩，可享有大杯醇品美
式買1送1優惠。

萊爾富指出，預購口罩並完成繳費，享有
大熱美式半價或大熱拿鐵咖啡半價。

（中央社）磐石艦官兵隔離期滿後，又有4
名無症狀者確診武漢肺炎，醫師籲未來解除隔
離前都應再次採檢。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
示，將和專家討論哪些狀況需要在解除隔離前
後再次採檢。

國軍敦睦艦隊的磐石艦4月18日發生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群聚感染，因此磐

石艦、岳飛艦和康定艦共700多名官兵全數召回
檢疫所進行14天集中檢疫，截至昨天隔離期滿
並進行最終採檢，若全數為陰性則可返家。

不料，檢驗結果昨晚出爐，磐石艦再增4
例確診個案，均為無症狀感染者。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感染科主治醫師王
任賢昨晚接受記者聯訪時表示，根據磐石艦檢

驗結果推測，過去恐漏放不少無症狀感染者，
呼籲所有居家隔離、檢疫者在解除隔離前都應
採檢。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今天
在記者會中表示，根據這次經驗，指揮中心將
和專家小組展開討論，例如哪些情況下需要再
次採檢，以及採檢時間點落在解除隔離之前還

是之後。
針對無症狀密切接觸者是否要進行回溯採

檢，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表示，根據目前了
解，傳染力最強在傳染後7天左右，因此早已針
對居家隔離檢疫者祭出規定，要求隔離期滿後
多做7天自主健康管理，避免傳染給他人。

憂漏放無症狀感染者未來擬解隔離前後再採檢

立委批紓困貸款手續費高
北富銀：重新檢視

（中央社）對立委指出，有企業向台北富
邦銀行申辦經濟部企業營運資金貸款，被收高
額手續費；北富銀回應，並未向此個案收信用
保證手續費，但1年以上營運週轉金放款均有手
續費，現已重新檢討紓困期間手續費政策。

民進黨立委林楚茵今天上午於立法院財委
會上指出，行政院積極推動各項紓困貸款，很
多銀行承辦紓困貸款也都免手續費，但日前收
到企業陳情函，台北富邦銀行承辦經濟部企業
營運資金專案貸款，申貸新台幣170萬元，北富
銀卻收取高達8萬元的手續費，實際只核貸162
萬元，等於變相加息。

對此，台北富邦銀行傍晚回應，本案客戶
為既有的企業客戶，今年4月，該客戶依經濟部
「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

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
第6條申請營運資金貸款，為3年期貸款，優惠
利率3年均為1.845%。

北富銀指出，依上述要點第 6 條第 4 款,
「本項貸款必要時得由承貸金融機構，依信保

基金規定移送信用保證，保證期間保證手續費
免向受影響事業計收。」 根據此項規定，因此
並未向客戶收取信用保證手續費。

北富銀說明，不過，針對1年期以上的營運
週轉金放款，一向都會收取手續費，針對這件
個案，也是依照過去慣例於撥款時內扣；在承
作貸款前，已向客戶說明收費方式，客戶也已
充分理解。

北富銀強調，已重新檢視防疫期間各類貸
款手續費政策，並規劃配套優惠措施。

新北運動中心防疫期間實名制入場新北運動中心防疫期間實名制入場
國內武漢肺炎疫情趨緩國內武漢肺炎疫情趨緩，，新北市公有場館新北市公有場館44日起逐步開放日起逐步開放，，運動中心實施進出實名制運動中心實施進出實名制

來加強人流管制來加強人流管制，，並規劃單一出入口動線並規劃單一出入口動線，，盼兼顧防疫及市民生活盼兼顧防疫及市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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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N號房”主犯首次出庭受審 全程表情平靜
綜合報導 因涉嫌威脅兒童及青年，並制作性

剝削視頻而被移交審判的韓國“N號房”主犯趙主

彬29日首次出庭受審。法院為了國民知情權公開

審判趙主彬，但為了防止對受害者進行二次傷害，

決定不公開部分審判內容。

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合議30部29日對因涉

嫌違反兒童青少年性保護相關法律被起訴的趙主彬

等人進行了第壹次公審準備日期。

雖然準備日期被告人沒有出庭的義務，但趙主

彬和前社會服務公務員姜某均身穿囚衣出庭。另壹

名共犯李某(昵稱“太平洋”)缺席。

報道稱，庭審過程中，戴著黑口罩的趙主彬表

情平靜地看著審判，並經常盯著旁聽席看。當法庭

問及其職業時，趙主彬回答稱，“沒有”。

另壹方面，法庭決定僅部分公開趙主彬的審判

。庭審前，被害人方律師提交了壹份意見書，要求

不公開整個庭審過程，以保護受害人。

在當日法庭上，被害人方律師也稱，不久前因

公訴書泄漏，有關受害者的職業或年齡等個人信息

的相關報道壹直在持續，受害者僅是提及受害事實

就能受到二次傷害，所以請求整個程序只限事件相

關人員出席。

但裁判部解釋稱，“雖然有過很多苦惱，但

是與其它事件相比，該事件受到國民相當高的關

註度。記者也充分有理由報道該事件來滿足國民

的知情權。很難全部非公開進行審判，但證據調

查程序等將會給被害人帶來2次傷害的部分將非公

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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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

gr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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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博士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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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檢方4月13日以涉嫌14項罪名為由，對趙

主彬進行拘留起訴。同時，對其共犯姜某和李某也

進行了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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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明確的分工和有機聯系。

據悉，前社會服務公務員姜某涉嫌委托趙主彬

殺害女孩，並在

趙主彬的指示下

引誘性剝削受害人

。李某涉嫌在趙主

彬指示下發布性剝

削視頻，並管理聊

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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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產
汽
車
下
調
收
入
預
期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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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來
首
次
虧
損

綜合報導 日產汽車公司宣布下調2019財年

合並財報預期，或迎11年來首次凈虧損，虧損金

額可能達850億日元至95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56

億元至63億元)。

據報道，因在美國市場銷售持續低迷，

以及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日產汽車公司

2019 財年或虧損。此前，日產預計 2019 財

年將盈利 650 億日元。日產汽車公司上次全

年呈現虧損是在 2008 財年，凈虧損為 2337

億日元。

受新冠疫情影響，國內外生產停滯，日本八

大車商28日發布的3月海外產量較去年同期減少

35.6%，長期低迷難以避免。汽車產業涉及零部件

廠家和銷售公司等廣泛領域，對地區經濟和就業

前景的擔憂加劇。

日產 28 日發布的 2019 年度(2019 年 4 月～

2020 年 3月)全球汽車銷量為 479.16 萬輛，較上

財年減少 13.2%，近 7年來首次不滿 500萬輛。

由於銷售低迷，營業損益從盈利850億日元惡化

為虧損350億日元至450億日元。新冠疫情帶來

的銷售減少等導致收益減少約900億日元，預計

將追加約300億日元針對顧客無法償還租賃金的

呆賬專款。

組建企業聯盟的法國汽車巨頭雷諾、三菱汽

車等權益法適用公司業績惡化，也成為減少日產

約300億日元收益的因素之壹。

韓國大火致38死：
1名中國公民與2名巴基斯坦公民遇難

綜合報導 海外網從中國駐韓國大使

館獲悉，截至目前，在29日韓國京畿道

利川市物流倉庫施工現場火災中，共有

38人死亡，10人受傷。38位遇難者中有

三位外籍人士，包括壹名中國公民、兩

名巴基斯坦公民，受傷者中暫無中國公

民。目前，對傷亡者的統計仍在進行中

。我使館已要求韓方如有更新情況及時

通報。

據韓聯社早前報道，當地時間29日

下午，位於京畿道利川市的壹處物流倉

庫施工現場發生火災。火災現場共有9

家公司的78人值班，韓國消防部門在起

火後立即發布二級應急預警，派出70多

輛消防車和150余名消防員緊急撲救。

韓國消防部門稱，大火從倉庫地下

二層開始，起火原因可能與施工過程中

使用聚氨酯而導致的意外爆炸有關。大

火蔓延快、濃煙阻擋，造成遇難者在大

火中難以撤離。

29日晚上，韓國總統文在寅召開緊

急對策會議，指示動用所有醫療資源救

治傷者，不遺余力搜救失蹤人員，並就

事故原因展開徹底調查。文在寅還要求

韓國外交部門盡快通知外籍死傷人員家

屬，並為家屬訪韓提供積極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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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2020年5月4日（星期一）4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上周五（5月 1日）再出現新

冠病毒確診個案後，2日再次零確診，

為過去一周內六度沒有確診個案，更是

連續 13天沒有本地個案。在疫情緩和

下，民間呼籲政府放寬“限聚令”及讓

部分行業處所重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陳肇始2日透露，正考慮放寬對食肆的

限制，包括每枱客人不多於 4人的規

定，而重開暫時關閉的處所前，需要平

衡疫情和社會需要作全盤考慮。餐飲業

界人士則希望在即將來臨的周日母親節

前，政府可以放寬對食肆的防疫措施，

讓每枱最多可坐6人。

食肆“4人1枱”研鬆綁
連續13日無本地個案 飲食業盼減辣谷母親節生意

中聯辦斥反對派“攬炒”毀港

��(���

香港衛生防護中心2日表示，截至2日下午4
時，沒有錄得新增的新冠病毒確診個案，香

港個案累計仍為1,039宗確診個案和一宗疑似個
案，但中心再次提醒市民減低感染風險，仍須保
持適當社交距離，尤其應減少外出及避免聚餐或
聚會等社交活動，減少接觸無病徵的感染者機
會，並減低出現群組個案的風險。

研再覓隔離選址防爆發
陳肇始昨晨接受電台訪問時，對回顧香港

抗疫100天表示“感恩”，形容政府一直沉着
應戰，先後推出14天強制檢疫和“限聚令”等
措施，讓香港走到現在都“守得住”，但目前
其他地區仍爆發疫情，社會須沉着應戰。政府
仍要想多兩步，包括作出最壞打算，如準備老
人院舍出現爆發情況，並考慮香港現有隔離設
施是否足夠，是否加強人手培訓對傳染病的認
識等，而局方正尋找更多地方作隔離設施以應
付爆發個案。

政府的“限聚令”等防疫措施將延至本月7
日便屆滿，被問及會否放寬“限聚令”及讓部分
處所重開時，她表示，明白市民對回復正常生活
的需求，故正檢視放寬食肆每枱最多坐4人的規
定，但放寬部分限制前要平衡疫情和社會需要，
政府會全盤考慮，並於稍後開會討論。

她又指出，現時要停業的處所，如果可以確
保顧客長時間戴上口罩、有效保持社交距離，並
加強衛生及減少人流等，政府會較有信心重開。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在接受電台訪
問時表示，“限聚令”生效後，食肆收縮了四成
至六成，香港現已連續多天沒有本地感染個案，
亦有專家認為可以有條件放寬“限聚令”，認為
政府是時候加強考慮。

業界倡每枱允增至6人
他形容，以往母親節正日整個飲食業可以有

3.5億港元至4億港元的生意額，但估計今年“有
兩億都已經好開心”，並希望政府在周日母親節
前放寬規管餐飲業的防疫措施，由每枱最多坐4
人放寬至6人。

餐務管理協會會長楊位醒亦表示，過去兩天
假期，酒樓午市生意稍有好轉，但晚市仍然未見
起色，指出限制每枱最多4人的措施，嚴重打擊
酒樓生意，而臨近母親節，許多酒樓尚未收到預
訂，認為只要確保顧客與員工做足個人衛生措
施，應取消每枱人數限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早前延長內
地入境者強制檢疫安排至6月7日，但跨境學童及
商務旅客等可獲豁免強制檢疫14天。香港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陳肇始2日表示，有關措施現未開
始，仍要由相關部門先設計機制，並與內地方面
商討檢疫安排，如抵港者在內地進行14天檢疫後
並持有證明，抵港檢測呈陰性，方可減少在港檢
疫時間。

陳肇始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跨境學童和商
務旅客的豁免措施，需要由相關部門先設計好機
制，而教育局要先處理香港復課事宜，才再處理

豁免跨境學童的機制。目前，大部分跨境學童入
境的落馬洲和羅湖關口仍然關閉，特區政府正與
內地有關部門商討兩地檢疫安排，並考慮是否重
開部分關口，具體細節仍有待討論。

須持內地檢疫證明入境
獲豁免者從內地抵港，如已在內地完成14

天檢疫並持有證明，抵港測試後呈陰性，可考
慮減少在港檢疫時間。陳肇始直言：“學童返
到內地如果要檢疫14天都好困難，要做好聯防
聯控。”

為此，特區政府會與內地有關部門商討，
並參考目前的豁免者如跨境司機等，放寬入境
內地的檢疫措施安排，除回港毋須家居檢疫，
但須進行醫學監察如量體溫等外，入境內地時
則可出示核酸檢測證明，並須每七天進行一次
檢測。

對於豁免檢疫會否帶來輸入個案，陳肇始表
示，自內地入境檢疫安排實施以來，9萬多人自內
地到港，但並無一人確診，反觀針對外地檢疫措
施生效至今，6萬多名入境者中，已有400人確
診，可見內地赴港者風險較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香港通
過嚴格的防疫措施，令疫情得到初步控制。
世界權威科學雜誌《Nature》日前發文指，
香港有效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上了一
課。在疫情初期，香港就採取嚴格的防疫措
施，通過迅速監測、適當的檢疫、全民保持
社交距離，包括使用口罩和關閉學校等，從
2月初就把傳染率壓低至臨界值水平。因
此，香港雖有750萬人口，至今僅有4例死
亡個案。

文章指，在成功研製疫苗或有效治療相
關疾病前，阻止傳播是人類應對新冠肺炎的
唯一方法。找出全球範圍內最有效的防疫措
施，是科學家面對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科
學家希望通過研究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防疫措
施，準確預測增加或減少防疫措施，對病毒
的傳播率及感染人數的影響。這些信息將對
各國政府設計恢復正常生活的策略，同時保

持低傳播率以防止第二波感染，具有重要意義。

指嚴格措施減死亡率
文章以防疫措施將國家和地區進行分類，並製

作了“嚴格性索引（stringency index）”。從文章
的圖表中可以清晰看出，香港從出現第一例死亡病
例開始，就採取了嚴格的防疫措施，令死亡個案保
持在4宗。對比一些在疫情早期宣揚“群體免疫
（herd immunity）”的國家，比如英國，雖然後期
採取了封城等嚴格的防疫措施，但死亡人數仍超過
兩萬。而其他在疫情初期就採用較為嚴格防疫措施
的國家，例如德國和奧地利，死亡人數亦較少。

香港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轉發了該文章並指，
“文章附圖顯示香港在避免死亡方面，遠勝發達大
國，情況簡宜（直）是平行時空。”他稱讚香港人
高度自律，在保持社交距離一項做到近乎完美，
“為我們自己喝采（彩）。”

商務客跨境學童放寬檢疫方案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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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疫情初見平穩，泛暴派即趁
“五一”假期再發動違法活動。香港中聯辦發言
人2日發表談話，嚴厲譴責極端激進分子再次發動
違法活動，並批評反對派在立法會搞“政治攬
炒”、在社會上鬧“經濟攬炒”、在街頭策動
“暴力攬炒”，要把香港推向無底的深淵。恢復
秩序、重回正軌是香港社會主流民意，“我們堅
定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和警隊依法嚴懲暴力犯罪分
子，採取有效措施維護香港法治秩序和公眾安
全，維護國家安全。我們呼籲所有關愛香港、以
香港為家的人們，勇敢地團結起來，堅決與‘暴
力’割席，向‘攬炒’說不，決不允許幾代港人
打拚造就的繁榮毀於一旦。”

香港中聯辦網站2日刊發的“香港中聯辦發
言人：嚴厲譴責極端激進分子無視民生疾苦再啟
‘暴力攬炒’”的全文如下：

5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
絡辦公室發言人發表談話，嚴厲譴責極端激進分
子在“五一”假期再次發動違法聚集、滋擾商舖
和擲汽油彈等違法活動。發言人指出，疫情當
頭，世界各地都在放下分歧攜手抗疫，唯獨香港
一些極端激進分子喪心病狂，繼續煽動市民參與
暴力活動，甚至威脅在公共場所放置炸彈，如果
任由他們胡作非為，香港還能有未來嗎？！

發言人指出，去年以來，“暴力攬炒”可謂
惡積禍盈。暴徒肆意圍攻政府和公營機構，打砸
搶燒地鐵、銀行、商店，圍毆遊客和市民，襲擊
警員，私製炸彈，實施恐怖主義威脅，香港昔日
引以為傲的法治和自由遭受踐踏，萬千市民失去
“免於恐懼的自由”。如今，在香港疫情防控剛
取得階段性成果、市民未及喘息之時，反對派和
激進勢力為政治私利，置民生於不顧、視法律為
無物，又迫不及待地煽動“黑暴”，使社會再次
陷入驚恐和痛苦記憶之中。尤其令人痛心的是，
在持續數月的暴力違法活動中，一批青少年被誤
導裹挾其中，禍及本人，傷及家庭，其中相當數
量是18歲以下未成年人，最小的只有11歲。我們
注意到，昨（1日）晚發生的暴徒向警車投擲汽油
彈案件，被警方當場拘捕的嫌犯只有15歲。我們
不禁想問問那些政客，當你們對年輕人大肆蠱惑
“有案底的人生更精彩”時，你們的孩子又在哪
裡？如此以犧牲一代人美好前程為“政治燃
料”，居心何在、於心何忍？

發言人表示，香港是一個高度自由開放的小
型經濟體，法制健全和社會安寧是立身之本，持
續“黑暴”已使香港外傷累累，內傷瘀積。國際
社會對香港信心受到嚴重影響，權威機構連番下
調香港的信貸評級，香港痛失連續保持25年的全

球最自由經濟體地位。去年香港GDP更出現10年
來首次負增長，最新失業率創下10年新高，消費
者信心指數也跌至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最低值。
2020年全球大學影響力排行榜中，香港多間大學
均有較大幅度下跌，香港大學從去年的第10位暴
跌至41位。交通運輸、餐飲零售、旅遊服務等行
業更是慘澹蕭條，尖沙咀、旺角、銅鑼灣和中環
四大核心商業區的空置商舖成行連片，冷清場景
為數十年所未見。作為香港旅遊名片的海洋公園
年度虧損超過5.5億港元，凝聚幾代香港人記憶的
珍寶海鮮舫關閉停業。“黑暴攬炒”給普通市民
帶來青灰冷灶之困苦，是愈演愈烈的“關閉潮”
“失業潮”的罪魁禍首。

“政治攬炒”綁架經濟
發言人指出，我們看到，一些反對派政客為

在立法會選舉中多撈席位，罔顧自由市場規則，
極力炒作所謂的“黃色經濟圈”，人為製造社會
撕裂，不擇手段滋擾、破壞無辜商戶，是一種政
治綁架經濟的“政治攬炒”。我們還看到，反對
派立法會議員無視從政者應有的品德和良知，惡
意“拉布”癱瘓議會功能，使大批與民生息息相
關的法案未能得到及時審議，數以百萬計的納稅
人、打工仔、殘障人士切身利益受到影響。在表

決特區政府推出的第二輪1,375億（港元，下同）
防疫基金時，反對派議員無一投下贊成票，甚至
還企圖拖延通過《財政預算案》，包括廣受關注
的全民派發一萬元，讓市民期盼已久的1,200億元
一次性紓困措施也難以落實。

發言人強調，反對派已經淪為毫無底線的
“攬炒派”。他們在立法會搞“政治攬炒”、在
社會上鬧“經濟攬炒”、在街頭策動“暴力攬
炒”，甚至渲染所謂“真攬炒十步”，要把香港
推向無底的深淵。這些處心積慮、與民為敵、毫
無底線的行徑，正在摧毀香港的希望。

堅定支持嚴懲暴力罪犯
發言人表示，有民調顯示，七成以上的香港

市民反對“攬炒”，更有超過八成的市民對未來
“表示焦慮”，擔心疫情平復後“黑暴”再起，
驚魂未定可見一斑。可以說恢復秩序、重回正軌
是香港社會主流民意。我們堅定支持香港特區政
府和警隊依法嚴懲暴力犯罪分子，採取有效措施
維護香港法治秩序和公眾安全，維護國家安全。
我們呼籲所有關愛香港、以香港為家的人們，勇
敢地團結起來，堅決與“暴力”割席，向“攬
炒”說不，決不允許幾代港人打拚造就的繁榮毀
於一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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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清華校友會捐贈休斯頓市政府休斯頓清華校友會捐贈休斯頓市政府22萬個一次性口罩萬個一次性口罩

美國每天需要大量美國每天需要大量Covid-Covid-1919測試才能重新開放美國測試才能重新開放美國
通過大規模病毒測試才能結束通過大規模病毒測試才能結束Covid-Covid-1919大流行的災難大流行的災難

（本報訊）4 月 24 日
週五下午，休斯頓清華校
友會捐贈20,000個一次性
口罩給休斯頓市政府，市
長Sylvester Turnor 親自簽
收。這成為市長計劃發放
給休斯頓市民的20萬口罩
的一部分。

休斯頓清華校友會截
至目前總共在大休斯頓地
區捐贈了 5 萬多一次口罩
，2 萬多 KN95 口罩給政
府機構，醫院診所及醫護
個人與警員。

這 是 市 長 Sylverster
Turner 在推特上的介紹。

在4月24日休斯頓市
政府新聞綜述視頻裡，在
約第13分鐘時，市長感謝
了校友會的捐贈。

德 州 議 員 吳 元 之
(Gene Wu) 在他的推特上
特別製作視頻，介紹了該
捐贈：https://twitter.com/
GeneforTexas/status/
1253880452903055366?s=
20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美美
國專家警告稱國專家警告稱，，儘管美國衛生系儘管美國衛生系
統聯盟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加大對統聯盟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加大對
新冠病毒的檢測力度新冠病毒的檢測力度，，但是川普但是川普
政府宣揚的政府宣揚的““虛假勝利虛假勝利”” 和聯邦和聯邦
領導層的真空狀態破壞了這一努領導層的真空狀態破壞了這一努
力力。。在這種情況下在這種情況下，“，“重新開放重新開放
美國可能會導致一場災難美國可能會導致一場災難”。”。據據
一項估計一項估計，，美國每天可能需要美國每天可能需要
35003500萬次萬次Covid-Covid-1919測試才能使人測試才能使人
們重返工作崗位們重返工作崗位。。如果不進行廣如果不進行廣
泛的檢測以找出誰患有這種疾病泛的檢測以找出誰患有這種疾病
，，就無法有效抵抗冠狀病毒大流就無法有效抵抗冠狀病毒大流
行行。。

由於世界上確診的病例和死
亡人數確鑿，失業率急劇上升，
美國的局勢代價驚人。為了真正
結束這場危機，降低死亡率，並
使經濟復甦，必須進行大規模的
測試。較低端的基準之一估計，
美國每週將需要進行750,000次測
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

羅默（Paul Romer）提出的高端
建議每天開始進行2200萬次測試
，並且還在增加。不僅每個人一
次測試，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重
複測試，測試直到整個大流行結
束。

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大量
增加政府資金，培訓大量管理測
試的工人以及在整個全球經濟中
協調原材料，製造和交付。病毒
還會對某些人，特別是高危人群
造成危險和致命。對於少數健康
的人來說，這也是危險的。控制
大流行的蔓延要求找到感染者並
隔離它們，直到他們不再傳播疾
病為止。由於有無數的無症狀攜
帶者，要找出誰真正感染了該病
毒，唯一的選擇就是進行測試。

新冠病毒檢測套件製造商們
正夜以繼日地運轉生產線，以使
產量不斷翻倍。美國加州一家私
人醫療保健機構則建造了一個巨

型實驗室，每天處理數千項測試
，並通過短信傳遞檢測結果。川
普本週在白宮的新聞發布會上卻
大大讚揚了他的政府對疫情的反
應，“我們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所
做的事情令人難以置信。本週，
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家邁克爾.米娜
在與記者的電話會議上警告說，
如果不採取統一連貫的檢測等策
略，即將進行的重新開放美國的
嘗試將是“災難性”的。 技術專
家格倫.威爾表示，就目前的檢測
水平而言，讓美國重新開放將意
味著要“盲目飛行” 。 威爾參與
撰寫了哈佛大學薩弗拉倫理中心
的一份報告，該報告呼籲美國在
6月初需要達到每天500萬的檢測
量。威爾認為，彭斯提到的每天
逾20萬次的檢測量，遠遠沒有達
到重新開放的標準。

全世界醫學科學家都在爭奪冠狀病毒疫苗的研發全世界醫學科學家都在爭奪冠狀病毒疫苗的研發，，川普總統希望美國在川普總統希望美國在20202020年底前交付年底前交付33億劑億劑。。

[Light and Salt Assiciation][Light and Salt Assiciation] 光鹽社光鹽社55月月99日講座日講座
（本報訊）主題: 疫情之下個人和小型企業如何申請政府補助計劃

，申請這些計劃是否會影響稅務和移民身份
時間: 2020年5月9日,星期六,下午2-4點
本活動免費，歡迎所有社區人士踴躍參加! (開放現場問答)
疫情之下，很多個人的收入和小型企業的利潤銳減。在這種情況下

大家可以申請哪些政府提供的幫助計劃來度過困境呢？光鹽社邀請了趙
偉宏律師，江桂芝會計師和聯邦和州認證醫療保險諮詢員古雨在5月9

日下午2點到4點為大家講解，疫情期間個人和小型企業可以申請哪些
幫助計劃，申請這些計劃是否會對稅務和移民身份有影響。

趙偉宏律師獲得法學學士，法學碩士及法學博士的學位後，取得紐
約州和德州的律師執照，至今已在德州執業20餘年，為全美客戶提供了
高品質的法律諮詢和服務，幫助眾多新移民解決身份問題，進而達成美
國夢。

江桂芝註冊會計師、財務規劃師是CMCD LLC江桂芝會計師事務

所的創始人。具有超過30年的財務，審計，國際稅務和規劃經驗。一直
致力於幫助眾多企業以及個人優化財稅結構以及資產配置。

古雨女士在光鹽社負責健康保險項目，是聯邦和州政府認證的醫療
保險諮詢員。

參加方式：
1. 登錄 https://us02web.zoom.us/j/82455308224
2. 撥 打 + 1 (346)248-7799 US （Houston） ， 輸 入 會 議 號 碼

824-5530-8224
此次講座免費，邀請大家參加。講座結束之後開放回答問題時間，

大家如果有需要提問的問題，可以在Chat 裡提出，或提前發送到 lsa-
houston@gmail.com，或者短信發送到 8322063429.

市長市長Sylvestor TurnerSylvestor Turner ，，德州議員德州議員Gene WuGene Wu 與校友會代表楊德清與校友會代表楊德清，，
何巧莎合影留念何巧莎合影留念

校友會代表楊德清校友會代表楊德清，，何巧莎向市長介紹捐贈情況何巧莎向市長介紹捐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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