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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立茲獎普立茲獎 紐時成大贏家紐時成大贏家
（中時報道）美國新聞界最高

榮譽 「普立茲獎」年度得獎名單揭
曉，《紐約時報》是大贏家，勇奪
調查報導、國際新聞報導及評論獎
三個獎項。路透以鏡頭記錄去年香
港反修訂《逃犯條例》示威衝突，
榮獲突發新聞攝影獎。

年度最大獎 「公共服務獎」由
《安克拉治每日新聞》（Anchor-
age Daily News）和非營利新聞網
站 ProPublica 共同獲得，他們揭露
阿拉斯加州三分之一村莊性暴力猖
獗但警力不足的問題。

《紐約時報》團隊以俄羅斯總
統普丁政權系列報導抱走國際報導
獎。內容包括俄羅斯派遣傭兵前往
中非共和國、向內戰中的利比亞領
袖提供軍事支援等，報導俄羅斯如

何以 「影子戰爭」影響西方及重新
成為全球霸權。惟俄羅斯駐美國大
使館痛批普立茲獎宣揚反俄文章，
報導內容不實。

紐時記者還揭發紐約市計程車
業存在的掠奪性貸款問題，拿下調
查報導獎，另以黑奴角度看美國起
源的文章贏得評論獎。

突發新聞獎得主的是肯塔基州
《路易斯維爾新聞報》（Louisville
Courier-Journal），以州長貝文卸
任前特赦數百人的報導獲獎。

《華盛頓郵報》團隊憑著地球
極端氣溫效應系列報導，獲得解釋
性報導獎。《巴爾的摩太陽報》
（Baltimore Sun）揭露市長和轄下
公立醫院體系之間的財務關係，抱
走地方報導獎。

《西雅圖時報》報導波音 737
MAX 客機設計缺陷，以及新聞網
站 ProPublica 報導美國海軍在太平
洋的連環事故，共享全國報導獎。

美聯社以鏡頭呈現印度收回克
什米爾半自治地位後的人民生活，
拿下專題攝影獎。《紐約客周刊》
以古巴關達那摩灣獄警與遭刑求的
俘虜發展友誼的故事，獲得專題報
導獎殊榮。

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得獎名單延後兩周公布。以往都是
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公布得獎名單
，今年因應疫情，則由普立茲評選
委員會主席甘尼迪在其寓所宣布，
並透過網路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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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俠天下行

在疫情肆虐驚嚇籠罩全美各地之時，我
們看到一群小朋友在老師家的前院，手舉感
謝牌以歌聲來祝賀剛出院的老師，如此感動
之畫面，也讓我們大家都會想起自己的老師
們。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是我們傳統重視教育
的名訓，人類自開啟文明時代迄今，教育事
業是各時代之最重要事項之一，任何國家之
強盛無不與教育成敗有關。

我們樂見許多亞裔家庭對教育之重視，
年輕人第二代大半都受過大學教育，据統計

，目前全美各地之醫生有三分之一是亞裔，
他們正在新冠疫情戰場的最前線，犧牲奉獻
，在舊金山矽谷高科技龍頭更有眾多之亞裔
參與創業，我們對美國之貢獻有目共睹。

當我們來到這塊土地追求美好之未來，
我們更要熱愛這個國家，也更要當家作主，
積極參加社區活動，到學校做義工，也更要
投下你手中珍貴之選票，只有如此，我們才
能在此安身立命，粉碎政客們對我們之歧視
及污蔑，這也是我們記念教師節真正之意義
。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55//55//20202020

Whe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ttacked
our nation, a group of young students went to
their teacher’s house and sang a song to
congratulate their teacher who was
recovering from the Coronavirus illness. Such
a wonderful and touching moment. Let us all
remember our own teachers too.

It takes ten years to grow a tree and a
hundred years to bring up a generation of
good men. Since the age of civilization, any
country’s power is dependent on their
education system. Today, we are witnessing
in all Asian-American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most have received higher

education, especially the second generation.
They have become professionals in all fields.
One-third of medical doctors are of Asian
descent. Today, many are fighting with this
pandemic in the hospitals where they have
devoted their lives and energy to serve our
nation.

When we celebrating Teachers’ Day we
need to remember our duty to the country.
We need to participate more in volunteer
work in our community and schools. We need
to go to vote. It is the best way to answer
those politicians that have discriminated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Today is TeachersToday is Teachers’’DayDay今天是教師節今天是教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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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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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5（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人民網

報道，重啟夜宵城、開放景點夜遊、推出

減肥晚課……這個加長版“五一”假期，

隨着氣溫升高和夜間消費政策的開展，很

多地方點亮夜間經濟。夜間經濟其實是城

市經濟活躍度的體現，在“夜經濟”的促

動下，各地的夜晚正迅速煥發生機。

夜宵夜遊夜健身市場回暖
五一假期多地點亮夜間經濟

在浙江省紹興市越城區，因疫情停業3個月的咸
亨新天地夜宵城在“五一”期間重新開業。連

日來，前往“夜食”的市民遊客絡繹不絕。

推出優惠措施吸客
遊客晏先生剛到紹興就被當地朋友帶到夜宵城

吃宵夜，“我是第一次吃紹興美食，臭豆腐給我的
印象比較深刻，很好吃。”市民樓女士則看中了小
龍蝦的“優惠禮包”，“很久沒吃小龍蝦了，今天
和愛人一起來吃小龍蝦，剛好也有優惠活動。”

咸亨酒店總經理林瓊介紹，該酒店拿出低優
惠、折上折、滿就送等多項優惠措施，希望為此加
快恢復夜宵經濟。據悉，目前越城區4家夜宵城均
已恢復營業。
點亮夜間經濟，不只是夜宵。燈光秀、夜市、

夜遊等也成為夜間消費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
坐在勻速向前的遊船上，底下是泛起漣漪的湖

水，眼前是別樣的嘉興夜景……暫停幾個月的“夜
生活”後，嘉興南湖景區於“五一”小長假前夕重
啟夜遊環城河項目。為防控疫情，登船的遊客需出
示健康碼、體溫檢測、佩戴好口罩方可登船，每位
遊客還需實名預約購票。

據了解，該夜遊活動恢復運營以來，每天的船
票處於搶購狀態。雖然相比以前增開兩艘船，但許
多遊客仍反映一票難求。就此，南湖景區將於5月5
日10時開搶1,000份滿100減 30元人民幣的優惠
券。
這幾日，錢塘江上的“錢印”號遊船，遊客量

顯著增長。江風吹散白天的熱氣，遊船露天甲板便

是錢江新城燈光秀的最佳觀賞點。據悉，該遊船每
天有3個固定班次，其中19時和20時20分為夜遊時
段，浙江省內遊客可享受門票半價優惠。

天熱帶動夜間消費
除了吃喝玩樂，“五一”期間部分選擇宅家或

周邊遊的民眾，還選擇“夜減肥”，為夏天做準
備。
“今年‘五一’，我們一家人都沒有外出旅

遊，而是選擇白天周邊逛逛，晚上瑜伽館健身。”
家住浙江省麗水市遂昌縣城的鄭美說，今年夏天來
得太快，“四月不減肥，五月徒傷悲”的感受也很
明顯，所以“五一”前就報了當地一家瑜伽館的減
肥瘦身班。
“恢復線下瑜伽課程後，我們盡量錯開時間、

減少人員聚集上課。”這家瑜伽館負責人羅彩芽
說，了解到“五一”小長假氣溫較高，該館特推出
減肥瘦身班，既為了帶動縣城夜間消費，更為了讓
愛美的女孩找到正確的減肥方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五一”小長假接近尾聲，廣東不少高速公路
重現汽車長龍現象。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過交通
大數據動態圖獲悉，4日下午2時左右，珠三
角外環區域部分高速出現擁堵，部分路段擁堵
距離接近10公里。據交管部門預計，5日車流
量將進一步增大，擁堵路段將進一步增多。
今年“五一”假期重新恢復到5天，旅客

出行意願高。不少景區已經開始有限度開放，
但跨省出行比例並不高，以省內出行為主的中
短途遊成為首選。由於疫情警報仍未完全解
除，部分防控措施仍在生效中，自駕出行的旅
客佔比較高。返程時，高速公路車流量明顯高
於清明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實時交通地圖得知，

從4日下午開始，珠三角外環區域陸續開始出
現擁堵現象。下午2時，香港文匯報記者看
到，長深高速（長春-深圳）河源至惠州段，出
現5公里的汽車長龍，大部分路段呈現“深紅
色”，顯示嚴重擁堵。至18時，擁堵距離進一
步延長，達到近10公里。

與此同時，珠三角內部，擁堵現象明顯加
劇。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獲悉，當日傍晚時
分，珠三角出現5公里以上的擁堵路段接近10
個，其中，往廣州、深圳方向的擁堵路段最
多、最長。南沙大橋、虎門大橋均出現了5公
里左右的汽車長龍。
梁先生下午2時從韶關出發返穗，至下午6

時仍未趕到廣州城區。“廣州、深圳周邊高速
公路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出現汽車排長龍的現
象，有點久違的感覺。”梁先生說，這說明疫
情受控，人們的出行意願提升。香港文匯報記
者了解到，不僅是私家車出行，廣東各大公路
客運公司也紛紛恢復班線，粵運交通所屬各客
運站，已基本恢復正常運營，旅客可預訂30天
內的車票，且部分地區車票有折扣。

粵迎返程高峰
高速重現車龍

■重啟夜宵城、開放景點夜遊……加長版“五一”小長假下，多地點亮節假日夜間經濟。圖為5月3
日晚，民眾在天津夜間經濟街區排隊購買小吃。 中新社

■■因疫情停業因疫情停業33個月的浙江紹興咸亨新天地夜個月的浙江紹興咸亨新天地夜
宵城在宵城在““五一五一””期間重新開業期間重新開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2020年5月5日（星期二）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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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統計處4日公佈，今年首季本地
GDP 預估數字，較上年同期實質下跌

8.9%，是自1974年第一季統計期有記錄以來的
最大跌幅，較市場預期倒退6.5%為差，按季則
跌5.3%，連續第三個季度萎縮。陳茂波4日於記
者會表示，數字反映香港經濟已陷入深度衰退，
按年、按季都創有記錄以來最大單季跌幅，造成
這情況原因，一方面是前兩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摩
擦影響到香港的出口，再加上去年的社會事件和
暴力衝擊，以至近期的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
香港經濟的三頭馬車，即出口、消費和投資開支
都“死咗火”了。

三頭馬車都“死火”
按本地生產總值各個主要組成部分分析，私人

消費開支在第一季與上年同期比較實質下跌
10.2%，較去年第四季2.9%的跌幅加劇。港府消費
開支則繼去年第四季上升6.1%後，今年第一季與
上年同期比較實質上升8.3%。本地固定資本形成
總額，去年第四季下跌16.8%，今年第一季再跌
13.9%。

同期，貨品出口總額去年第四季下跌2.5%，
今年首季再跌9.7%。服務輸出去年第四季下跌
24.2%，今年首季再跌37.8%，為有記錄以來最大
的單季跌幅，部分反映訪港旅遊業受到重挫。失
業率在3月時高企在4.2%，是近9年多以來的新
高。

第二季形勢未許樂觀
展望第二季，陳茂波認為形勢未許樂觀，經

濟環境仍備受挑戰，根據歷史數據，2008年曾創
連續4季、1998年時更曾連續5季GDP按季倒
退。雖然本地疫情看似穩定，但海外大流行仍未
受控，稍後即使受控，環球經濟亦難馬上完全恢
復，香港的出口是難望大幅改善。同時，國際商
務、旅遊和投資也不容易在短時間內大幅反彈，
本地的投資亦需要時間才能夠完全恢復。此外，
美國與內地經貿關係的發展、地緣政治緊張局勢
及環球金融市場波動，亦須繼續關注。

不過，財爺指出，政府已推出歷來最大規模
的紓困措施，包括防疫抗疫基金下的兩輪措施和
2020至21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大規模逆周期措

施，應能為香港經濟及勞工市場帶來一些緩衝作
用。同時，他相信只要市民齊心抗疫，也齊心消
費，可以加速香港從衰退走出來。

有需要時推更多措施
財爺呼籲：“我們不要忘記，其實對於我們

經濟能發揮最大穩定作用的，就是私人消費，所
以我們要齊心合力推動本地消費盡速恢復。政府
會繼續增加開支、支援企業和打工仔。”他強
調，政府會盡全力把1萬元現金發放計劃做好，
“但最重要的都是要我們大家一起齊心合作。百
日抗疫能夠漸露龧光是靠大家，是靠香港市民和
企業的配合和努力。”

他說：“只要大家繼續齊心，便可以穩住經
濟。此時此刻的香港，人和比天時地利更重要。
如果稍後環球疫情能夠受控，我們的經濟估計可
以在下半年逐步走出谷底。”並表示若有需要會
推出更多措施。

財爺日前大幅下降今年本地經濟增長預測，
由預算案時提到的收縮1.5%至增長0.5%區間，
下調至收縮4%至7%。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黑暴及中美貿

易戰的影響，內外需急挫，香港今年首

季本地生產總值（GDP）按年大幅收縮

8.9%，為自1974年有記錄以來最差的

季度表現。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財爺）4日表示，首季數字顯示香港

經濟陷入深度衰退，經濟三頭馬車，出

口、消費和投資開支都“死火”，第二

季經濟形勢未許樂觀，但如果環球疫情

受控，經濟下半年則有望逐步走出谷

底。他指，百日抗疫漸露曙光是靠大

家，“今時今日人和比天時地利更重

要”，並呼籲市民齊心抗疫、齊心消

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港府4日
公佈香港今年首季本地生產總值（GDP）預
估數字，按年實質下跌8.9%，較市場普遍預
測的6.5%跌幅更為嚴重。經濟師指，數據反
映香港經濟面對的巨大挑戰，因失業率和公
司倒閉的滯後反應，會在第二、三季更加明
顯，未來的經濟數據不容樂觀。然而，亦有
經濟師估計香港全年GDP收縮2.8%，較政府
預計的收縮4%至7%稍好，惟擔心美國經濟
衰退過深，或引發新一輪全球經濟與金融危
機。

失業率第二三季更差
渣打大中華區高級經濟師劉健恒4日分析

指，首季GDP數據當中，家庭消費尤其疲
弱，按年下跌10.2%，按季則下跌2.9%，顯
示即使香港疫情相對受控，但市民減少外出
和社交仍重創經濟。服務輸出亦由於旅客幾
近完全停止訪港而按年大跌37.8%，拖累整體
經濟。

展望第二季，他認為，香港經濟有可能
進一步惡化，因為3月始推行的減少社交措
施，大大影響零售業和飲食業的生意、其他
國家和地區在4月採取更嚴厲的旅遊限制和封
鎖措施，大大打擊環球旅遊業，加上失業率
和公司倒閉的滯後反應會在第二、三季更加
明顯，經濟數據不容樂觀。

旅遊業難以迅速回復
景順亞太區（日本除外）環球市場策略

師趙耀庭表示，香港透過嚴厲措施限制經濟
活動，成功短時間內遏止新增病例，卻付上
沉重經濟代價。旅遊業將難以迅速回復至疫
情前的水平，而失業率亦將於短期內惡化，
但由於香港自4月19日起已經再沒有錄得本
地確診個案，疫情受控亦意味着社交距離對
本地消費的影響將逐步消卻，第二季經濟料
仍有機會稍微復甦。

不過，中信銀行(國際)首席經濟師兼研究
部總經理廖群4日認為，內地經濟隨着疫情基
本平息自第2季開始逐季復甦，為香港經濟反
彈創造條件。不過，由於境外輸入難以控制，
本地疫情難言第二季疫情結束，全球疫情也在
持續，所以季內香港經濟仍將顯著衰退。到第
3季隨着疫情受控，加之內地經濟復甦加快，

本地經濟活動將逐步恢復，經濟衰退程度可望減輕。第
4季則在全球疫情平息和經濟復甦的背景下經濟增長有
望轉正。
至於對香港全年經濟增長預測，該行料第二至四

季分別下降4.5％、下降2.5％和上升2.0％，全年下降
2.8％，較去年負增長1.2%的衰退程度進一步加深。至
於風險要素方面則包括：疫情拖至冬天並二次爆發；
內地經濟放緩過快，中小企業大規模破產；美國經濟
衰退過深，引發新一輪全球經濟與金融危機。

本地生產總值

私人消費開支

政府消費開支

本地固定資本
形成總額

貨品出口
(離岸價)

貨品進口
(離岸價)

服務輸出

服務輸入

2019年
第1季

0.7

(0.8)

0.6

4.4

-5.3

-3.7

-4.2

-0.4

-1.2

第2季

0.4

(-0.3)

1.3

3.9

-11.6

-5.3

-6.7

-1.3

1.8

第3季

-2.8

(-3)

-3.3

5.9

-15.1

-6.9

-11

-14.2

-4.5

第4季

-3

(-0.5)

-2.9

6.1

-16.8

-2.5

-7

-24.2

-5.2

2020
第1季

-8.9

(-5.3)

-10.2

8.3

-13.9

-9.7

-10.9

-37.8

-25.4

港首季GDP插8.9% 歷來最差
齊心抗疫齊心消費 財爺：人和比天時地利重要

香港本地生產總值數據之變動百分率■ 陳茂波希望已公佈的防
疫抗疫支援措施能盡快全
面鋪開，讓政府可以作動
態評估做下一步行動。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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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重創意大利旅遊業
政府擬重啟經濟布局國內旅遊市場

綜合報導 意大利確診病例增至199414例，死亡26977人，康復患者

已達66624人。意大利總理孔特宣布5月4日將逐步恢復社會生產經營活

動。然而，重啟國際遊業仍有待時日，目前意大利當局已開始布局並推

動國內旅遊市場發展。

據報道，根據瑞銀最新發布的壹份報告顯示，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

歐洲大陸蔓延，從3月份歐洲各國采取封鎖政策以來，歐洲旅遊消費較

去年同期下降了68%。意大利旅遊消費下降了96%，酒店入住率跌至4%

，為歷史最低水平。

當地時間27日，意大利國家旅遊局表示，自疫情暴發以來，外

國遊客赴意旅遊消費較去年同期收入減少了近200億歐元，而短期內

意大利還無法開放國際旅遊。拯救旅遊業危機，必須先著眼於發展

國內旅遊市場。

意大利文化遺產與旅遊部部長達裏奧· 弗朗西斯奇尼(Dario France-

schini)25日曾向媒體表示，重啟國際旅遊業和開放邊境，將會視國際社

會疫情發展情況而定。年底前，意大利將不會對外國遊客開放邊境，短

期內也將禁止所有公民出國旅遊。

在舉行的歐盟旅遊部長視頻會議上，弗朗西斯奇尼強調，旅遊業正

經歷前所未有的危機，歐盟必須迅速采取非常規措施。除了應建立歐盟

特別旅遊基金外，還應采取協調統壹的行動，避免個別國家允許遊客出

入境，借以維護抗疫情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弗朗西斯奇尼表示，雖然暫時還無法恢復國際旅遊業，但政府將著

力推動和擴大國內旅遊市場發展，挖掘市場潛力和刺激旅遊消費，並批

準博物館和主要景點在5月份重新開放。

疫情沖擊歐洲釀酒業
業者擬將葡萄酒轉制酒精
綜合報導 據報道，新冠疫情重創各國產業，歐洲釀酒業者也淪為

重災戶，重挫部分賴此維生的地區經濟。

據報道，近日，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已致函歐盟委員會，要

求批準將賣不出去的庫存葡萄酒轉制工業用酒精，以替業者保住壹

線生機。

報道稱，隨著歐洲酒吧、餐廳和商店普遍停業，各國關閉邊

境，至少十億公升的葡萄酒無法出口或販賣，只能先存放在儲酒

槽內。如此龐大的量讓酒莊不堪負荷，更壓縮了 2020 年采收季的

倉儲空間。

葡萄酒轉制工業用酒精必須先取得歐盟許可，法國、西班牙和意大

利致函歐盟委員會強調，其正在經歷的危機只是漫長的開端。他們表示

，幾個月未售出的酒量不只造成市場未來數季的負擔，許多區域更是面

臨酒窖儲酒空間不足，妨礙下壹季的收成。

報道稱，釀酒業者要求歐盟與各國分攤補助費用，轉制的工業用酒

精將用於制作洗手液、溶劑和化妝品。

法國酒鄉奧德省歐洲議會議員埃裏克· 安德烈(éric Andrieu)表示，這

樣做，報酬當然要比賣酒少很多。但對釀酒業者而言，可保住壹線生機

，繼續2020年的采收作業。

澳維州迎24年來最冷4月天
低溫對新冠疫情有何影響？

澳大利亞維州本周將迎來自1996年

以來氣溫最低的4月天，不過這也將給

維州帶來更多降水量，新州本周也將迎

來反常的寒冷天氣。低溫的天氣引發了

專家們對新冠疫情蔓延的擔憂。

維州本周將迎最冷4月天
據報道，維州氣象局高級氣象學家

阿恩特表示，墨爾本4月30日和5月1日

的溫度將只有13攝氏度，已經低於自

1996年來的最低溫度。

同時，氣象局還表示，維州2020年

前4個月的降水量幾乎超過2019年全年

降水量，在4月的最後幾天裏有潛力迎

來更多降雨，甚至還有降雪天氣。

維州州長安德魯表示，他很高興剛

剛過去的周末天氣不好，迫使維州民眾

留在家裏，遵守了限令。

冬季對澳大利亞新冠疫情有何影
響？

據報道，許多呼吸道感染病是通過

感染者咳嗽

或打噴嚏時

釋放的飛沫

傳播的。當

空氣寒冷幹

燥時，這些

飛沫能夠存

活更久、傳

播更遠，從

而感染更多

人。

悉 尼 大

學流行病學

家及呼吸內科教授福克斯說：“未來

幾個月內我們確實會看到季節性變

化，但很多已經發表的研究並沒有

說明溫度和病毒傳播之間存在強大

的聯系。” 福克斯表示，冬天也意

味著由於免疫力下降，人們可能更難

抵禦病毒。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傳染病內科及微

生物學家克裏尼翁則擔憂，冬天可能讓

新冠病毒有機會將自己“偽裝”成重感

冒或流感病毒。

昆州大學病毒學家肖特表示，天

氣更加溫暖的國家並不意味著將受到

保護。他說：“其他冠狀病毒，比如

中東呼吸綜合征病毒(MERS)，似乎在

壹年中都能傳播，因為這取決於具體

的病毒種類。關於新冠病毒我們仍在

研究中。”

旱情肆虐歐洲多國
捷克面臨“500年壹遇大旱”

捷克政府警告，捷克當前

面臨“500年壹遇的嚴重旱情”

，將召開緊急會議制定應對措

施。不僅捷克，歐洲多國近年

來降水偏少，氣溫偏高，當前

正經受旱情和新冠病毒疫情雙

重考驗。

[“500年壹遇”]
捷克多名專家當天援引數

據在社交媒體“推特”上說，

“2015年以來這段時期，捷克

經歷的旱情是過去500年來最為

嚴重的。”

捷克環境部長裏哈德· 布

拉貝茨隨後接受媒體采訪，認

同專家的說法。他說，本土降

雨量減少和平均氣溫升高加速

水分蒸發，導致旱情嚴峻，當

前形勢可以用“災難性”來形

容。

“我們正面臨史無前例

的幹旱期，無論是從其持續

時間還是對我們的影響來說

，”布拉貝茨說，“部分河

流即將幹涸，可能會有數十

甚至數百個居民社區需要蓄

水池供水。”

布拉貝茨計劃5月 12日召

集各地官員召開緊急會議，商

議制定危機應對政策，以確保

飲用水供應不受威脅，同時撥

款用於植樹、利用雨水、開發

飲用水資源及保障農作物收成

等。

捷克旱情從2015年持續至

今，降水量僅為通常情況的

60%，造成河流幹涸。旱情沖擊

農業和林業。去年捷克農作物

收益因旱情損失約110億捷克克

朗（約合5億美元）。高溫導致

樹皮甲蟲爆發式繁殖，大片樹

林遭受蟲害，去年捷克林業相

關經濟損失約合17億美元。

[多地遭殃]
近年來旱情肆虐歐洲多

國。德國前兩年夏季幹旱，農

作物收成大受影響，政府緊急

撥款數億歐元支援農民。今年

春季德國降雨量仍然偏少，自3

月14日以來幾乎沒有降雨，而

且氣溫偏高。德國政府擔憂，

連續第三個“極度幹旱”的夏

季近在眼前，政府4月 28日呼

籲“盡快采取行動”。

意大利正經歷60年以來最

為幹旱的春季，今年以來降水

量僅為往年水平的壹半。當地

農民遭受旱情和新冠病毒疫情

雙重打擊，壹方面急需水源灌

溉作物，另壹方面，收割季節

性作物的大量外籍務工人員

因疫情無法入境，農業經營

活動也因疫情嚴重放緩。意大

利已緊急設立1億歐元基金支持

農業。

波蘭政府近日警告，當前

水資源“堪比埃及”，嚴重匱

乏。幹旱已引發農戶恐慌，同

時引發波蘭最大國家公園別布

紮濕地大面積火災。瑞典、愛

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等

國同樣受到旱情打擊，許多農

戶去年因嚴重缺乏飼料而被迫

宰殺牲畜。

烏克蘭確診病例過萬 開放農產品市場穩物價
綜合報導 據烏克蘭衛生

部公布的數據，截至當地時

間4月30日晚間，該國新冠肺

炎確診患者突破1萬例，30日

當天還創下了單日新增病例

新高。

烏衛生部數據顯示，烏

克蘭4月30日新增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540例，創下了新高；

新增死亡病例11例。截至當

天晚間，烏克蘭累計確診病

例10406例，治愈1238例，死

亡261例。

烏克蘭政府4月30日開放

了部分農產品市場以穩定物價

。烏通社援引烏經濟發展和貿

易部消息指出，烏克蘭30日恢

復了872個農產品市場的運營。

烏衛生部長斯捷潘諾夫

30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烏克蘭80%的農產品通過農產

品市場銷售，開放農產品市

場對維持經濟和食品價格穩

定非常重要。目前烏政府已

制定了應對方案，在開放農

產品市場的同時力爭將疫情

傳播的風險降到最低。

此外，烏總統澤連斯基

日前簽署了農業土地流轉法

案。根據法案，烏克蘭將解

除實行了近20年的農地禁售

令，逐步開放土地市場。分

析人士指出，烏克蘭此舉旨

在滿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的貸款要求。澤連斯

基曾表示，受新冠疫情影響

，烏克蘭需要至少100億美元

國際援助來穩定經濟形勢。

目前，烏克蘭疫情仍在蔓

延。烏政府已將全國隔離措施延

長至5月11日。烏衛生部聲明指

出，隔離措施到期後將首先解除

對小企業的限制，包括小型商店

、美發店、日用百貨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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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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央社）新北市永和區民樂里里民劉
善珍，參選里長敗給潘慶忠，認為潘慶忠有
「虛偽遷徙戶籍投票」嫌疑，提出當選無效

之訴，一審勝訴。二審今天改判劉善珍敗訴
，全案確定。

新北市民劉善珍參加民國107年九合一選
舉，角逐新北市永和區民樂里里長，選舉結
果劉善珍獲得1221票，對手潘慶忠獲得1412
票。

劉善珍落選後，認為潘慶忠競選團隊成
員及團隊成員親友等11人，在選前虛偽遷徙
戶籍投票，已構成妨害投票罪行為，依選罷
法規定提出當選無效之訴。

一審新北地方法院審理時，潘慶忠辯稱
，這11人設籍原因不一，並無虛偽設籍情形

，但法官判定，這11人均是與潘慶忠或其競
選團隊成員有親屬或友好關係者，其等主觀
上為使潘慶忠順利當選，而有虛偽遷徙戶籍
行為。

法官認為，潘慶忠身為里長候選人，自
難諉為不知或否認授意，因此已構成刑法第
146條第2項虛遷戶籍取得投票權而投票罪，
判劉善珍勝訴，潘慶忠當選無效。

案經上訴，二審由台灣高等法院審理。
二審認為，無證據證明遷徙戶籍的11人構成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

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的要件，新北地方檢
察署的不起訴處分書也為相同認定，認定劉
善珍請求判決潘慶忠當選無效，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本件不得上訴。

新北里長一審被判當選無效 二審逆轉勝訴確定

（中央社）法務部今天下午召開 「刑法
研究修正小組會議」，針對刑法第 87 條第 3
項規定的監護處分（強制就醫）期間，達成
必要時得延長、由檢察官聲請、法官保留、
定期評估等4大原則。

鐵路警察李承翰遭刺死案，嘉義地方法
院以凶嫌行為時因精神障礙而不能辨識行為
違法，無法依據對於周遭之辨識而為行為，
判決無罪並監護5年，引起各界譁然。

為檢討相關法制面有無疏漏，法務部檢
察司日前著手研究發現，精神障礙犯嫌依刑

法第87條第3項規定的監護處分（強制就醫
）期間為5年以下，但無延長規定。

法務部今天下午邀集專家學者召開 「刑
法研究修正小組會議」，部長蔡清祥到場表
達支持儘速修法的態度；會議最後達成必要
時得延長監護處分、由檢察官聲請、由法官
決定即法官保留原則、定期評估被告精神狀
況等4大原則。

法務部表示，將盡快彙整會議意見，向
行政院提出修正草案。

刑法87條監護期間 法務部擬修為必要時得延長

（中央社）警政署署長陳家
欽今天到金門，視導縣警局武漢
肺炎防疫作為，並專程前往金門
縣政府指定為居家檢疫處所的警
光會館慰勉執勤員警，指示員警
防疫期間落實相關安全維護。

縣警局晚上發布新聞表示，
陳家欽為了解金門縣警察局在武
漢肺炎（2019 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疫情期間防疫執行
情形，今天到警光會館及金城分

局金寧分駐所視察並慰勤。
由於金門縣警光會館自2月

5日起，經金門縣政府指定為居
家檢疫處所，陳家欽慰勉執勤員
警，指示防疫期間落實相關安全
維護及會館的防疫運作。

此外，陳家欽也到金城分局
金寧分駐所，除了聽取相關防疫
作為報告外，並與基層警察人員
話家常，傾聽基層員警對警政建
議及意見交流；陳家欽尤其關心

基層員警防護裝備的使用情形，
包括口罩、隔離衣、護目鏡是否
足夠，並了解目前庫存量。

陳家欽提醒執勤警察加強注
意執勤安全，做好自我防護，確
保衛生保健。他並指示，因金門
地處離島交通不便，相關防疫物
資更要迅速送達第一線員警，以
免產生防疫空窗期，才能確實達
成防疫工作目標。

警政署長金門視導 指示落實防疫作為

（中央社）繼中油昨天遭惡意程式攻擊
，台塑化今天也證實電腦主機遭駭。調查局
官員表示，尚未接獲台塑化報案，將主動派
人了解；中油遭惡意程式攻擊部分，已取得
惡意程式樣本分析中。

中油昨天遭受惡意程式攻擊，感染勒索
病毒，加油站資訊系統出現操作異常，導致
捷利卡、中油PAY等暫停使用，不過，中油
已在昨天晚間重新建立系統。

台塑化發言人曹明今天證實，電腦主機
遭到攻擊，但加油站目前仍正常運作，民眾

可以在加油站結帳，被攻擊的是加油站電腦
主機，目前已關閉電腦系統，正在請專家排
解問題，實際修復時間未定，不過，對於煉
製、石化等業務並無影響。

調查局官員說，將派人了解台塑化電腦
主機遭攻擊一案，至於是否與中油案相關，
目前沒有資料可以判斷。

另方面，官員指出，已取得中油案的惡
意程式樣本進行比對分析，既然是勒索病毒
，程式中應該含有指定支付贖金的虛擬貨幣
帳戶，將持續透過國際合作追查源頭。

台塑化證實電腦主機遭駭調查局將派員了解

（中央社）患有身心障礙
的15歲劉姓少年，去年被劉姓
阿姨反綁四肢，還被罰躺在裝
滿水的浴缸而溺斃。劉女一審
被依殺人罪判刑12年，二審高
院今天開庭，劉女只承認凌虐
致死，否認殺人。

全案起於，被害劉姓少年
（從母姓）患有輕度身心障礙
，母親數年前罹癌病逝，2018
年間住家因火災被毀，劉姓少
年和周姓父親及10歲妹妹暫住
39歲劉姓阿姨位於新北市三重
區的住家。

劉女去年8月6日晚間，不
滿少年習字時瞌睡，命少年到
浴室，不顧少年哀求 「不要綁
我…阿姨不要」，拿童軍繩反
綁少年的雙手雙腳，並將綁手
、腳的童軍繩連結起來，使少
年無法掙脫，要求少年仰躺在

浴缸內並注滿水，將少年頭部
壓入水下數秒以示懲罰。

劉女隨後離開浴室抽菸，
返回浴室時發現少年已臉部朝
下溺水，送醫後仍回天乏術，
新北地檢署依對未滿18歲之人
施以凌虐致死罪嫌起訴劉女。

一審新北地方法院審理時
，認為劉女反綁少年手腳、罰

躺滿水浴缸，依常人的生活經
驗可預見少年有溺水風險，應
論以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殺人
罪，考量她自首、少年父親願
意原諒，判處有期徒刑12年。

案經上訴，二審由台灣高
等法院審理。在押的劉女今天
出庭時供稱，無殺人犯意，只
是處罰過當，承認凌虐致死，

否認殺人。
劉女辯護人則聲請丈量案

發浴缸尺寸，還原少年當時仰
躺在浴缸內的狀況，以釐清劉
女短暫離開浴室前，是否足以
確信少年不會溺斃。法官諭知
全案6月17日再開庭。

反綁少年手腳罰躺浴缸致溺斃 阿姨二審否認殺人

時力籲政府正視警消勞動權益
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5日舉行記者會，立委陳椒華（左）呼籲政府正視警消勞動權益，才能強化

社會安全網。

新竹關西礦場開發案新竹關西礦場開發案環團籲納石虎監測環團籲納石虎監測
環保署環保署55日召開新竹關西礦場復採範疇界定會日召開新竹關西礦場復採範疇界定會，，地球公民基金會等團體地球公民基金會等團體55日在環保署門口舉行記日在環保署門口舉行記

者會者會，，呼籲將石虎監測呼籲將石虎監測、、空污空污、、廢棄物處理等納入環評範圍廢棄物處理等納入環評範圍。。

遊覽車載運遊覽車載運129129名返台乘客名返台乘客 檢疫所隔離檢疫檢疫所隔離檢疫
這這129129名乘客在名乘客在55日凌晨日凌晨55時時88分起分起，，分批坐上分批坐上88部遊覽車部遊覽車，，出發前往檢疫所集中隔離出發前往檢疫所集中隔離

檢疫檢疫1414天天，，歷經數小時的飛行及入境檢疫程序歷經數小時的飛行及入境檢疫程序，，許多乘客一坐上遊覽車就閉目養神許多乘客一坐上遊覽車就閉目養神，，不過不過
也有乘客難掩興奮之情也有乘客難掩興奮之情，，坐在車上頻頻對外張望坐在車上頻頻對外張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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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過去24小時，韓國本土無

新增確診病例。這是自今年2月中旬韓國

疫情暴發後，本土病例首次零增長。

近來，韓國疫情態勢趨緩。近兩周

來，單日新增病例維持在10例左右；4

月20日，韓國首都首爾時隔47天首次

實現確診病例零增長。據韓國中央防疫

對策本部通報，截至當地時間30日零時

，韓國累計確診病例10765例。過去24

小時，韓國新增4例確診病例，這是自

疫情暴發後，單日新增病例最低值，且

4例均為境外輸入病例。

韓國中央事故處理本部防疫部門負責

人尹泰皓在當天記者會上介紹說，新增病

例下降趨勢明顯，截至目前，未出現國會

選舉期間的感染病例。但他稱，仍有集體

感染暴發風險，將持續補充防疫物資等。

韓國自30日起迎來佛誕節、勞動節

小長假。尹泰皓提示，旅行要遵守防疫

政策，勿前往人流密集的室內場所。

為緩解疫情對經濟沖擊，韓國國會

當天通過有關應對疫情的第二期補充預

算案，規模約為12.2萬億韓元。韓國政

府稱，此次補充預算資金將用於向低收

入家庭發放現金補助等，正推進編制第三期補充預算案。

今年第壹季度，韓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出

現負增長。僅3月，韓國就業人口同比減少近20萬人。

韓國京畿道倉庫大火致38人死亡
壹中國公民遇難

綜合報導 中國駐韓國大使館確認，

壹名中國公民在韓國京畿道利川倉庫火

災中遇難；中方已聯系遇難者家屬，並

敦促韓方盡快查明事故原因。

據韓國消防部門通報，29日下午，

韓國京畿道利川市壹個物流倉庫發生大

火，截至30日中午前，搜救工作已全部

結束，有38人喪生。

據中國駐韓國大使館向記者介紹，

目前確認有三名外國人遇難，其中壹位

是中國公民。中國駐韓國大使館表示，

高度重視有關情況，立即聯系了韓國政

府主管部門和施工單位，敦促韓方盡快

查明事故原因，妥善處理後事。

據記者了解，中國駐韓國使館已聯

系到遇難者在韓國的親屬，將積極協助

其做好善後工作。韓方第壹時間向中方

通報有關情況，向遇難者家屬表示哀悼

，並允盡快查明事故原因，承擔相應責

任。

據韓媒援引當地消防部門消息，初

步推測是由於現場操作不當發生爆炸，

造成重大人員傷亡事故。38位遇難者中

已確認29人身份，另有9人需要等待基

因鑒定結果。

京畿道利川市距離首都首爾東南部

約80公裏，聚集諸多工廠。

馬來西亞將“重啟”大部分經濟社會活動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總理穆希丁5月1日

上午發表電視講話時表示，將從4日起“在

受控且小心管理下”恢復大部分經濟及社會

活動。

穆希丁稱，政府將為恢復經濟社會活動

頒發標準作業流程，目前仍在實施的行動限

制令將得到放寬。

他宣布，大部分企業將被允許復工，商

場亦獲準恢復運營，餐館也將恢復堂食，唯

需保證進餐者的社交距離。但影院、酒吧等

室內娛樂場所仍不得開放。

民眾也被允許進行保持社交距離的戶外

活動，但類似足球等涉及群體聚集的運動或

休閑活動仍不準進行。

穆希丁亦強調，大規模宗教和社會集會

仍在禁止之列，學校亦暫時不能復課。

在近日剛宣布將行動限制令延長到5月12

日之後，馬來西亞政府此時宣布“重啟”經

濟活動，壹方面是因為目前馬來西亞疫情持

續平穩，另壹方面也是行動限制令給社會經

濟帶來的影響愈加嚴重。

目前，馬來西亞已連續兩周每日新增

確診病例低於百例，且多日新增治愈人數

高於新增確診人數，此前確定的多個感染

群也未繼續增加感染者。衛生部總監努爾

近日表示，目前馬來西亞已進入疫情的

“恢復期”。

自從3月18日實施行動限制令，嚴格管

制社會經濟活動以來，馬來西亞經濟已受

到較大影響。穆希丁在當日講話中坦言，

行動限制令實施以來，估計已造成馬來西

亞約630億林吉特(約合 145億美元)的經濟

損失；如果行動限制令再延長壹個月，可能

還會造成350億林吉特(約合81億美元)的經

濟損失。

馬來西亞-中國總商會總會長陳友信在受

訪時亦表示，行動限制令雖然是防疫必需，

但也帶來諸多副作用：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

現金流緊張、供應鏈受幹擾、公司因資產價

格下跌與資產負債表衰退而倒閉可導致財務

危機蔓延。

但在放寬社會經濟活動限制後，馬來西

亞政府亦面臨已緩解的疫情會否二次暴發的

壓力。

穆希丁在講話中認為，即使疫情二次暴

發，馬來西亞醫療資源亦足以應付。他亦強

調了多個“不允許”，並對復工企業做出多

個深入到營業細節的提醒。

他呼籲企業雇主應安排員工采取彈性

工作時間；要求餐飲業者應給員工佩戴口

罩，給顧客量體溫，並記錄用餐者到店用

餐的日期、個人信息；提醒民眾復工後公

共交通設施可能會迎來人潮，需註意佩戴

口罩。

對於同時也將恢復運作的政府部門，穆

希丁亦要求大部分公務員在家工作。

穆希丁表示，馬來西亞民眾要適應疫

情下生活“新常態”。努爾此前亦建議民

眾，即使行動限制令結束，仍然盡量“待

在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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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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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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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 4日新增一宗新冠肺炎

輸入個案，27歲女患者從美國返

港並確診，除此之外沒有本地確

診個案，已是連續15天無本地確

診個案。香港特區政府抗疫督導

委員會專家顧問、中大醫學院呼

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

香港疫情暫時緩和，目前政府可

逐步放寬“限聚令”，包括將食

肆每枱最多四人的限制，放寬至

每枱六人至八人，以及有條件

下，讓美容院和健身室等處所重

開。

建議短評
◆美容院：留意房間通風，美容師需戴
上外科口罩及眼罩。

◆健身室：需限制人數，顧客使用儀器
後都應該要清潔。

◆戲院：觀眾在戲院中不飲食，也不除
下口罩就相對安全。

◆卡拉OK及酒吧：高危場所應最遲放
寬，業界需考慮增安全措施。

◆食肆：每枱最多可增至六人至八人，
但餐桌需相隔1.5米，食客在進食後也
要戴上口罩才能談天。

專家倡食店每枱可坐八人
建議先易後難放寬“限聚令”戲院美容院健身室可先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文森）香港已連
續15天“本地零感染”。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人4日
在立法會表示，為顧慮業界生存，希望特區政府隨疫情
減退，能盡早決定放寬飲食業每張枱限坐4人等限制，
否則母親節要市民分枱食飯是“好可惜”。
“限聚令”、飲食業限制及“停業令”等防疫措

施將於本周四屆滿，張宇人表示，防疫措施需平衡經
濟及市民生計，特區政府須檢視各項措施的必要性，
盡快隨疫情減退放寬每張枱需相隔1.5米或設下阻
隔，及限坐4人的限制。

他認為，餐飲業最重要是加強清潔消毒，故為每
位客人量體溫、提供消毒搓手液、餐廳內除進食外都
須戴口罩等措施則需保留。

邵家輝：讓業界自力更生
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表示，11類場

所因疫情而被勒令停業，尤其健身業及美容業都為此
制定了業內防疫守則，如逾千間美容院日前已簽署執
行為每位客人量體溫、提供消毒搓手液、床鋪每次更
換、美容師佩戴面罩及眼罩等12項措施的守則，期
望在衛生方面能給予市民信心，希望特區政府在合適
情況下盡快放寬限制，令業界能自力更生。

黃家和：可帶動食肆生意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4日在電台節目

上表示，在過去的數日假期，多了市民外出消費，
帶動食肆和餐廳的營業額有顯著增加，食肆整體的
入座率已回復過往正常時期的七成。下周日是母親
節，很多市民都喜歡一家大小外出用餐慶祝，若能
放寬限制一方面可讓市民能一家外出吃飯，改善市
面氣氛，同時亦可帶動人流，進一步增加食肆生
意，整體入座率可望增加至八成多。

香港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
竹君公佈，香港4日新增的一宗

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是輸入個案，目前
累計有1,040宗確診及一宗疑似個案，
香港最後一宗本地個案是上月19日確
診，距離4日已15天，平安度過首個
潛伏期。
不過，張竹君仍對疫情持審慎樂

觀態度，她表示現時僅是過了一個潛
伏期，感覺“小小安樂”，但即使過
兩個潛伏期，即28天內都無本地個
案，仍不能100%判斷本地傳播鏈已被
切斷。她希望未來新增個案都是輸入
性，而且患者未曾在社區逗留。

何栢良料本地傳播“斷鏈”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

栢良則認為，目前的防疫成績令人鼓
舞，相信短期內會有確實證據顯示，本
地的傳播鏈已中斷。他建議政府應從源
頭控制疫情，包括邊境限制和做更多病
毒測試。
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

中大醫學院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
昌4日出席電台節目表示， 雖然香港
疫情有緩和，但現階段不能一下子取
消所有防疫措施，只可以逐步放寬。
他建議政府“先易後難”，優先

放寛食肆的人數限制，目前每枱最多
四人的人數限制，可增至每枱六人至
八人，但餐桌仍要相隔1.5米，食客在
進食後也要戴上口罩才能談天。如此
既方便酒樓營運者有較多彈性，亦方
便市民外出食飯。

卡拉OK酒吧高危要等一等
他續指，其他被關閉的場所也可

以有條件地重開，例如戲院暫時也沒
有相關爆發，觀眾只要在戲院中不飲
食，也不除下口罩，就會相對安全。
美容院亦可考慮重開，但需要留意每
個房間的通風，美容師亦需要和醫護
人員一樣，戴上外科口罩及戴上眼
罩。而健身室如重開，則需要限制人
數，每名顧客在使用儀器後都應該要
清潔。
至於卡拉OK和酒吧等高危場所，

許樹昌認為，應該要最遲才放寬限
制，業界需要考慮增加安全性的措
施，才可以重新營業。
他還透露，政府將會安排分階段

復課，中學生會先復課，其後才到小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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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人盼食肆鬆綁迎母親節

■張宇人（左）、邵家輝籲政府隨疫情減退放寬限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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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港商免檢疫 一企限兩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新冠肺炎疫情緩

和，特區政府上月底透露將對內地跨境學童及“關乎
香港經濟發展利益”的人，豁免在港強制家居檢疫，
政府4日公佈更多詳情：在內地從事生產作業的香港
企業，豁免接受強制檢疫的申請機制，每間企業最多
兩個豁免名額，香港工業貿易署4日起處理有關申

請。不過，有商界表明如進入內地仍要隔離14天，
“基本都無人會申請”。早前修訂的《若干到港人士
強制檢疫規例》（第五百九十九C章），加入第四
（1）（b）條，即政務司司長如信納某人或某類別人
士的行程，對關乎符合香港經濟發展利益的生產作業
的目的屬必要，可豁免該人或該類別人士接受強制檢
疫。政務司司長4日根據法例，即日起豁免相關類別
的人接受強制檢疫，包括持有《商業登記條例》（第
三百一十章）下發出的有效商業登記證，並在內地從
事生產的香港企業擁有人及所僱用和授權的最多一名
人員；又或企業所僱用和授權的最多兩名人員，換言
之每間公司最多兩個豁免名額。
有關豁免申請由工業貿易署4日起負責處理，署

方強調豁免的人只可前往及逗留於其香港企業；進入
內地後，亦只能在內地的廠房所在的城市逗留，以支
援該廠房之運作和業務；在內地停留期間，須採取防
護措施以保障個人衛生，及避免不必要的社交接觸。

而回港後須於留港期間接受由衛生署安排的醫學
監測，佩戴口罩和量體溫，並向衛生署呈報健康情
況。

至於豁免的人回港後有否需要在關口抽取深喉唾
液樣本？香港文匯報向工貿署查詢，惟截稿時未有回
覆。
申請表格可於工貿署網站下載，連同所需證明文

件以電郵或傳真向工貿署遞交申請。署方會按需要諮
詢香港工業總會或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及相關政策
局和部門。
工貿署向獲豁免的人等發出豁免授權書時，會列

明豁免條件。
對於工貿署的最新安排，香港工業總會主席葉中

賢表示，措施有助維持兩地跨境的生產活動，為相關
企業的日常生產提供便利條件；同時亦可從一定程度
上減低香港失業率，特別是針對從事跨境商務活動的
高技能勞動人才，保障兩地僱員在疫情下仍能留守工
作崗位，最終實現“撐企業、保就業”的雙重目標。
葉中賢又期待，特區政府繼續與內地有關部門保

持緊密溝通，在密切觀察疫情會否反覆的同時，能逐
步放寬隔離限制，透過考慮統一粵港澳三地檢疫標準
的可行性，縮短部分港商的隔離期，進而重振粵港澳
大灣區的經濟發展，攜手共度時艱。

■港府4日公佈，在內地從事生產作業的香港企業，
豁免接受強制檢疫的申請機制，每間企業最多兩個豁
免名額，工業貿易署4日起處理有關申請。圖為深圳
灣口岸往深圳過關人潮。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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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傳媒優惠卡
- 疫情當前，醫生線上看病
- 每個家庭$18元會費
- 線上醫生，牙醫看診，藥房供藥

全面折扣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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