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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分析師樂觀預期航空業復甦開始美分析師樂觀預期航空業復甦開始
TSA 數據反映航空業載客

數回升，分析師樂觀預期後疫
情時期的復甦可能已經開始。
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TSA）
最新數據，帶動投資人樂觀情
緒湧現。根據 MarketWatch 分
析TSA資料，截至16日止的該
周，每日平均有 20 萬 5,010 名
旅客通過TSA檢查點，儘管比
去年同期降低 91.5％，卻是連
續四周上揚。

TSA表示，17日當天總乘
客數達25萬3,807人，寫下3月
24日以來最高的單日流量。單
日平均乘客數在4月12日止該
周觸底，當時僅達9萬5,674人
。

Raymond James 分析師賽

斯（Savanthi Syth）指出，認為
航空業利空出盡，最壞的時間
可能已過去。

賽斯表示，先前航空業出
現一連串的壞消息，包括巴菲
特的柏克夏海瑟威公司出清手
中所有航空股、波音執行長直
言今年美國可能會有航空公司
破產，都使投資人信心低落。

但她提及，之後市場浮現
「需求逐漸回升」的跡象，例

如商業差旅或休閒旅遊的飛航
需求似乎在3月中觸底，4月略
微上升，航空業費率從 4 月下
半到 5 月上半持續改善，反映
需求可能緩慢回溫。

此前多家航空業者股價已
跌入多年低點，周一與美股大

盤一同躍升。周二早盤並且續
漲。

美國全球航空股 ETF（U.
S. Global Jets ETF）飆漲11.6％
，其中33家成份股中有31家變
紅。該支ETF上周重挫12％，
上周五收在2015年4月以來低
點。

美國全球航空股ETF最活
躍 的 成 份 股 如 美 國 航 空
（American Airlines）周一躍升
9.2％，後者上周五收盤價跌至
紀 錄 低 點 ， 達 美 航 空 飆 漲
13.9％，上周該股連五天下挫
。聯合航空則躍升 21.1％，創
兩個月最大單日漲幅，上周股
價下探2012年12月以來最低收
盤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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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五在民主黨主控的衆議院通過了叁
兆美金之英雄經濟方案，目前正等待在共和
黨控制之參議院手中，衆議院議長佩洛西說
：“我們無法等待，因爲疫情之蔓延是不等
待我們的。”共和黨對于提案中將會給予各
州及地方政府一兆美元之資助不同意，因爲
州及地方政府多半是民主黨在執政。

中央銀行總裁鮑爾今天再度呼籲聯邦政
府必須伸出援手，才能拯救全國經濟的複蘇
，他預期如果在疫情可控的情況下，美國經
濟可望下半年反彈。

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同時向全球
發出嚴重警告，希望世界各國推出有效及充

裕之纾困方案，來挽救受到新冠病毒之嚴重
傷害的經濟，諸如日本、印度等經濟大國已
經釋出龐大預算拯救私人企業並向國民發放
現金。

我們認爲，各國在紛紛推出自已之經濟
纾困案，也許解決一時之困境，但全球之困
難不可能得到解決，今天世界之局勢充滿變
數，中美兩大經濟體從關稅貿易、疫情爭端
、南海對峙、台灣問題，正在世界政治之大
舞台進行角力，我們呼籲雙方不可誤判局勢
，造成軍事沖突，給世界帶來毀滅性的災難
。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55//1919//20202020

Congress passed the Heroes Act last Friday
which includes $3 billion in funding to help
loc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and other relief
projects. This bill currently is in the U.S.
Senate awaiting final approval. As speaker
Pelosi said, we just can’t wait, but most of
senators do not agree to give one billion
dollars to loc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This
is mostly because many of the state
governments are in the hands of the
Democrats.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chairman has
urg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take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help local governments
and private businesses to control the
pandemic. Hopefully, this may mean we can
expect an economic rebound so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World Bank are warning the world that each
country needs to come up with a recovery
plan to rescue their failing economies.
Today, Japan and India both have developed
huge recovery plans that include cash
handouts to all their citizens.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the largest

global issue today. We think the world
economy is also a huge global issue. We
have arrived at a time when we are all
dependent on each other. Today, the two
economic superpower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fighting about economic
issues and military confli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 urge both nations to not misjudge each
other. The world needs peace and we don’t
want to see these conflicts bring another
catastrophe to the globe.

Coronavirus DiaryCoronavirus Diary
Political Wrestling AndPolitical Wrestling And
Economic RecoveryEconomic Recovery

經濟複蘇和政治角力經濟複蘇和政治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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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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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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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新華社5月18日晚間受權發佈了《中共

中央 國務院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

見）。意見提出“構建更加系統完備、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

制”，從全局謀劃今後五年至十年乃至更長期的經濟制度改革和對外開放戰略。意

見強調，要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

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

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加強和改善制度供給，推

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

相適應，促進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全面深化改革 保障公平競爭
中央發文要求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中央18日發文，對新時代加
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方向、任務
和舉措進行系統設計和部署。國家發改委有關負責
人解讀文件表示，此舉宣示了中央新一輪市場化改
革再出發的堅定決心。

發改委負責人稱，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進入深刻
變化和調整的關鍵時期，在新冠肺炎疫情重塑全球政經
格局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正步入深水區。相
比過去，新時代經濟體制改革更加重視制度建設，亟需
在一些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上尋求更大突破。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對
此指出，當前疫情影響開始消退，一季度經濟創歷
史新低，二季度略有好轉，三四季度逐步企穩，短
期政策重點是救企業、保民生。但中長期看，疫情
對經濟的衝擊和對趨勢影響仍會很明顯，外部形勢
日趨複雜，中國實現技術高端化和產業升級也面臨
更多困難，由此更加需要推動全面改革。只有通過
改革理順結構，才能使經濟恢復活力，靠改革啟動
內需，靠改革推動經濟復甦和發展。

從文件亮點，遲福林認為，在產權保護、完善

產權制度、擴大開放方面都有較以往更大力度的表
述。文件提出保護知識產權的多項措施，完善知識產
權的制度規則體系，回應外界質疑。在要素市場改革
方面，推動要素市場統一開放，激發經濟內在動力。

此外，政府承諾更大力度擴大進口和降低關稅，
三大產業均以更大範圍向外資開放，遲福林認為，在
當前全球化受到質疑和挫折時，此舉亦回應外界質
疑，體現中國對外開放不動搖的決心，繼續深化改革
開放，高舉全球化大旗。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促改革理順結構 助經濟復甦發展

這份意見早前在2月15日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上審議，5月11日

正式出台。
意見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
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與這些新形勢新要求相
比，我國市場體系還不健全、市場發育還不充
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沒有完全理順，還存在市
場激勵不足、要素流動不暢、資源配置效率不
高、微觀經濟活力不強等問題，推動高質量發展
仍存在不少體制機制障礙，必須進一步解放思
想，堅定不移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
放，不斷在經濟體制關鍵性基礎性重大改革上突

破創新。
意見提出，堅持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係，

“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更加尊重市
場經濟一般規律，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市場資源
的直接配置和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充分
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
政府作用，有效彌補市場失靈。”

轉制度優勢為治理效能
針對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在體制機制方面

的突出問題，意見提出了七大關鍵領域的改革舉
措：第一，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
共同發展，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第二，夯實市場

經濟基礎性制度，保障市場公平競爭；第三，構
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進一步
激發全社會創造力和市場活力；第四，創新政府
管理和服務方式，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制；第
五，堅持和完善民生保障制度，促進社會公平正
義；第六，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
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第七，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法律制度，強化法治保障。

意見最後一部分強調，要堅持和加強黨的全
面領導，確保改革舉措有效實施，發揮黨總攬全
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把黨領導經濟工
作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強化改革落地見
效，推動經濟體制改革不斷走深走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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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摘要

■■11月月77日日，，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舉行的消費電子展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舉行的消費電子展
上上，，參觀者在華為展台體驗參觀者在華為展台體驗55GG產品產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營造支持非公有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制
度環境
●完善支持非公有制經濟進入電力、油氣等領域
的實施細則和具體辦法，大幅放寬服務業領域
市場准入

●完善民營企業融資增信支持體系，健全民營企
業直接融資支持制度

●完善構建親清政商關係的政策體系，建立規範
化機制化政企溝通渠道，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實
施重大國家戰略

推進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
●健全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最大限度減
少政府對價格形成的不當干預

●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健全基準利率和市場化
利率體系，更好發揮國債收益率曲線定價基準
作用，提升金融機構自主定價能力
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增強雙向浮
動彈性

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構建對外開放
新格局
●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和高質量發
展，促進商品、資金、技術、人員更大範圍流
通，依託各類開發區發展高水平經貿產業合作
園區，加強市場、規則、標準方面的軟聯通，
強化合作機制建設

●加大西部和沿邊地區開放力度，推進西部陸海
新通道建設，促進東中西互動協同開放，加快
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

健全高水平開放政策保障機制
●辦好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更大規模增加商品
和服務進口，降低關稅總水平，努力消除非關
稅貿易壁壘，大幅削減進出口環節制度性成
本，促進貿易平衡發展

●推動製造業、服務業、農業擴大開放，在更多
領域允許外資控股或獨資經營，全面取消外資
准入負面清單之外的限制

●全面實施外商投資法及其實施條例，促進內外
資企業公平競爭，建立健全外資企業投訴工作
機制，保護外資合法權益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強化法
治保障
●完善經濟領域法律法規體系
●健全執法司法對市場經濟運行的保障機制
●全面建立行政權力制約和監督機制
●完善發展市場經濟監督制度和監督機制

來源：新華社

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阿里巴巴
18日收：203元

▲3.1%
市值：43,567億元

小米集團
18日收12.04元

▲0.7%
市值：2,896億元

阿里美團小米8月勢染藍
不同權股將納入 恒指大改革擁抱新經濟 恒指公司18日宣佈接受同股

不同權公司納入藍籌及國指成份
股，意味阿里巴巴、美團點評及
小米集團，以及日後的京東、網
易等在美國上市的大型中資新經

濟股份，有機會成為港股的藍籌股，這是50多年歷
史的香港恒生指數一次重要改革。同時，這次改革
在中美角力加劇，美國有意全面封殺中資股的大背
景下進行，因此也被市場視為是中資股突破封鎖、
釋放中國繼續對外開放訊號的一個姿態。

擁抱新經濟 提升港股估值
過去50多年，恒生指數見證了香港經濟由英資

和本地公司主導，到與中國內地融合漸為緊密的歷
程。當前在50隻恒指成分股中，中資公司數量佔據
一半；不過若以行業分類，金融股以48%的權重穩
居第一，明顯高於歐洲、美國、日本和中國A股16%
的平均值，信息技術行業在恒指中佔比較低，僅
1.4%。

這使得恒生指數表現落後於全球科技浪潮。美
股市場上，以Facebook、亞馬遜等為代表的科技股
得到投資者的厚愛，納斯達克100指數過去十年間大
幅跑贏了標普500和道瓊工業平均指數。而在全球已
開發市場中，恒生指數卻以10倍的本益比墊底，歐
洲、日本和美國主要股指均在17至20倍的水平。

瑞銀投資銀行中國策略主管劉鳴鏑認為，恒指
金融地產行業成分過高，總體增長性比較低，近年
股指回報低於MSCI中國指數，加入增長性高的同股
不同權公司，會提高投資者對恒指的使用及資金流
入。在劉鳴鏑看來，單計一些追蹤恒指的基金，已
可為港股帶來巨額資金流入，如本港強積金，當中
與恒指掛鈎的規模就達80億美元，全球23隻掛鈎恒
指的ETF資產總值超過200億美元。

為適應科技股潮流，港交所已修改規則允許同
股不同權公司上市，新規則下阿里、美團和小米相
繼登陸港股，且先後被納入了恒生綜合指數。

突破美對中資股全面封殺
今次恒指的改革，是在中美角力加劇，美國有意全面封

殺中資股的大背景下進行，因此也被市場視為是中資股突破
封鎖、釋放中國繼續對外開放的訊號來看待。此際，京東、
網易等在美上市的中概股籌謀在香港二次上市。內地咖啡新
貴瑞幸上月初爆出財務造假醜聞後，跟誰學、愛奇藝連遭做
空，引發中概股信任危機。在美國監管料將趨嚴的背景下，
中信証券預計，未來中概股赴美上市進程或將受阻，已上市
企業可能加速回歸中國市場。

分析師亦預計，允許同股不同權和二次上市的公司納入
恒指及國指成份股，會更多吸引海外中概股企業考慮在香港
上市，突破美國的封鎖，同時亦可提升新經濟上市公司在恒
指中的權重，更好地反映中國經濟轉型和行業發展的結構性
變化，吸引更多長線資金配置恒生指數。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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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港交所修改了《上市規則》，容許
WVR公司赴港上市後，市場一直有不少

聲音，希望恒指盡早納入新經濟股，以提升科
技股的權重。以立投資董事總經理林少陽認
為，容許新經濟股染藍，將令科技股在恒指的
權重大幅提升，吸引到更多資金流入，絕對可
激活港股交投，實屬好事。他預期，恒指將會
又一次迎來盈利增長和估值雙升的時期。

將迎盈利增長估值雙升
不過，與此同時，恒指日後的波動性也將

會增大。由於恒指維持50隻成份股不變，假
如8月份納入阿里及美團後，便可能剔除市值
最低的兩股，即目前僅426億元（港元，下
同）的太古A，以及市值483億元的瑞聲，將
使恒指的預測市盈率，由現時約11倍提高到
12.1倍，超過滬指估值。但科技股的股價上落
較大，其結果也會導致日後的恒指的波動性相
應增加。

更多傳統藍籌料被擠出
另一變化是，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正擬

大舉回流，其中京東最快可能在6月回港掛
牌，百度、攜程等，據報也在加速回港二次
上市的進程。屆時或有更多的傳統股份，被
擠出藍籌行列。目前市值排在藍籌“尾班

車”的股份，包括市值458億元的神華，市
值674億元的旺旺，以及市值介乎720億至
750億元的信置及恒隆，該些股份全屬具代表
性的傳統產業。

光大新鴻基策略師溫傑表示，新經濟
股、中概股染藍，是港股大勢所趨。事實
上，阿里自去年11月在港上市以來，日均成
交達41億元，佔同期主板日均成交1,070億
元的近4%，晉身藍籌是順理成章。

股息率將降 波動性恐增
對於恒指的整體股息率將因而下降，波

動性也會增加。他表示，凡事當然有得必有
失，但新經濟股及優質中概股的回歸，有望
提振港股的信息產業估值，有助提振整體成
交量，也會吸引更多海外企業考慮在港上
市，甚至吸引更多長線資金配置恒指。

鑑於部分國際性投資者對WVR公司
“染藍”有一定戒心，恒指公司今次也為納
入WVR公司設限，包括單一的WVR公司及
第二上市公司，在恒指及國指裡的比重上限
設定為5%。

此外，在同股不同權公司中，所有“一
股多票”的股份將被視為非流通股份，不會
將之計入流通市值內。而第二上市的公司，
公司市值亦只會計算其“香港股本”，即只

有在本港註冊的股份，才可獲計算在市值之
內，至於由存託人持有的海外存託證券(DR)
或股票，一律被視為非流通股。

大摩：3準新貴料增吸286億
摩根士丹利預測，阿里巴巴、小米及美

團三股，最快9月“染藍”，料可引導37億
美元(約286億港元)的被動資金流入恒指。大
摩認為，阿里去年已經符合恒生綜指的快速
納入指數規則要求，“北水”亦早已可買小
米及美團。今次恒指公司改變規則，可被視
為資本市場願意作出改變，未來同股不同權
及第二上市公司，在港股市場的重要性將日
益增加。以市值計，阿里、小米及美團三股
高達5.3萬億元，約佔港股總市值的15%。年
初至今，三股的日均交投量及南向交易量，
約佔總交投的7%至8%。

非消費必需品股比重將大升
大摩指出，今次調整可將恒指內的行業配

置，變得更為平衡，新經濟股將令恒指的預測
市盈率倍數，提升0.9個百分點。大摩推算，
日後恒指內的非消費必需品股比重將大幅提
升，由目前的4.3%升至16%，超過通訊服務
板塊，成為恒指內比重第二大類別。金融股比
例將由原來的超過47%，降低至41%。

擁有50多年歷史的恒生指數，又迎

來一次重要的改革。恒指公司經市場諮詢

後，宣佈逾90%回覆人士，均支持將同

股不同權(WVR)及第二上市的公司，納入

恒指組合之內，但權重設限，最多5%。

換言之，阿里巴巴、美團及小米等公司，

最快在8月便可“染藍”(9月生效)。市

場人士認為，恒指公司此變動，是全面擁

抱新經濟，當該些具動力的公司獲納入恒

指，將有助港股擺脫全球股市估值“陷低

谷”的局面。 ■記者 周紹基

3準恒指新貴近期走勢（單位：港元）

美團點評
18日收：121.9元

▲2.1%
市值：7,10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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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議會通過臨時立法
餐飲業可免費申請戶外用地

綜合報導 米兰市议会日前通过一项临时立法，该法案规定，在不

影响交通的情况下，米兰市酒吧和餐馆可免费申请使用经营场所以外的

公共用地，来扩大户外经营面积。米兰市政府相关部门从5月11日开始

受理申请，并在15天内完成审批手续。

据报道，米兰市负责城市规划委员会的议员皮尔弗兰切斯

科· 马兰(Pierfrancesco Maran)表示，该项临时立法一方面可以支持

处于困难的餐饮企业；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民众就餐公共空间的

质量。

米兰市议会商业委员议员克里斯蒂娜· 塔吉尼(Christina Tajini)说，为

酒吧和餐馆免费提供公共用地措施，说明政府正在积极努力解决经济困

难。缩短商家申请的审批时间，可以让商家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带来的损

失，加速恢复餐饮业的经营活动。

塔吉尼表示，政府授权酒吧和餐馆使用的公共场地，经营者可以在

店外部搭建临时经营场所、摆放餐桌等，而且在政府规定的时间内，商

家无须缴纳税款和支付场地费用，其目的在于弥补餐饮业的经营损失和

重振米兰餐饮业。

塔吉尼指出，酒吧和餐馆占用的公共用地必须得到政府授权，所使

用的公共用地主要为“绿色地带”，占用人行道必须保证车辆和行人在

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正常通过，户外搭建的临时设施、摆放桌椅的数量等

均需获得政府批准。

危地馬拉推“安全店鋪”倡議
近2萬間小商店受益

綜合報導 近日，多家危地馬拉商會聯合發起了名為“安全店鋪”

(Tienda Segura)的衛生防疫倡議，預計1.5萬至2萬間小型商超和雜貨店

從中受益。

據報道，上述倡議由危地馬拉商會(CCG)、食品和飲料商會(CGAB)

、危地馬拉-墨西哥工商會(Camex)提出。CCG負責人洛佩斯表示，該倡

議旨在“確保小型商戶業主、雇員及其家人的身體健康，同時讓顧客放

心進店購物。”

CGAB負責人恩裏克· 拉克斯(Enrique Lacs)介紹，“安全店鋪”倡

議的執行分為3階段。首階段已於幾天前啟動，主要行動是向小型商

戶店員和顧客普及個人防護常識，介紹針對新冠病毒的防疫手段。

對於那些尚未復工的店鋪，宣傳人員通過分銷商數據庫中的信息，

以發送手機短信的方式，圍繞重新開業應做的各項準備工作向商家

提出了建議。

進入第二階段後，在繼續開展防疫宣傳的基礎上，倡議發起方還將

向小型商業單位提供口罩及其他個人防護用品。最後壹個階段內，3家

商會將向參與倡議的店鋪提供促銷方面的幫助。

拉克斯表示，“安全店鋪”倡議的首輪實行將持續到7月底，預計

1.5萬至2萬家小型商戶受益。在此期間，將有15家食品飲料及其他類型

企業通過該倡議向其提供支持。

據CGAB統計，危地馬拉全國範圍內的小型零售店鋪多達20萬家。

為擴大倡議受益範圍，首輪行動結束後，3家商會或將啟動第二輪，預

計惠及的店鋪數量同樣為2萬家。

“對於保證民生而言，社區內的小型零售店鋪發揮著重要作用。以

高銷、便利的方式，向全國各地的小商戶提供產品，是食品飲料行業的

使命。在這方面，我們始終抱以認真負責的態度。”Camex負責人阿爾

布雷斯說。

德國和以色列公司
擬2022年攜手開展商業登月著陸任務

綜合報導 德國航天公司OHB正與

以色列航空工業公司（IAI）合作，計劃

於2022年底啟動商業登月著陸任務。

2019年 1月，這兩家公司宣布簽署

“月球表面訪問服務（LSAS）”協議，

攜手將有效載荷運送到月球表面。根據

這壹協議，OHB將充當主要承包商並運

送有效載荷；而IAI則基於以色列“創世

紀”著陸器的設計提供壹款新著陸器。

協議簽署之時，“創世紀”即將發

射，但當年4月，“創世紀”因主發動

機故障在月球表面墜毀。

OHB高級項目經理盧茨· 裏克特在5

月12日舉行的歐洲月球研討會在線會

議上表示，IAI已經汲取了“創世紀”

登陸失敗的教訓，更改了設計，其中

包括更改航空電子設備和飛行軟件，以

預防導致“創世紀”折戟的“命令錯

誤”。此外，IAI還在升級著陸器上的恒

星追蹤器。

裏克特介紹說，OHB 和 IAI 為其

LSAS計劃提供的著陸器將比“創世紀”

更“多才多藝”：“創世紀”只能攜帶

約5公斤有效載荷且被設計成著陸後只

能運行3天；而LSAS著陸器將能攜帶20

至25公斤有效載荷，且著陸後可運行8

天。而且，未來的著陸器或許可以攜帶

80公斤有效載荷。

目前，OHB仍在確定要在著陸器上

搭載的科研工具，包括地球物理科學

（例如磁學和地震學）實驗，以及測量

月壤中的揮發物並測試月壤結塊情況的

原位資源利用實驗等。

裏克特說，首款LSAS著陸器計劃於

2022年下半年發射，OHB目前正在尋找

客戶，歐洲航天局（ESA）可能會成為

他們的客戶。

他說：“ESA壹直在考慮登月任務

，因為歐洲有許多高優先級的科學有效

載荷要飛向月球。ESA和歐洲的其他利

益相關者也在認真考慮利用商業服務提

供商。”

OHB並非唯壹使用“創世紀”著陸

器版本的公司。2019年 7月，美國螢火

蟲太空公司宣布與IAI簽署協議，將“創

世紀”著陸器的相關技術用於自己的

“起源”號月球著陸器上。螢火蟲太空

公司是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商業月球有

效載荷服務計劃涉及的14家公司之壹，

該計劃旨在由商業公司將NASA的科學

和技術演示有效載荷運送到月球表面。

意大利壹化工廠爆炸致2人受傷
當局啟動緊急預案

綜合報導 意大利威尼斯省馬格拉

(Marghera)市壹家化工廠發生了壹起爆炸

起火事件，事故造成2人被燒傷，其中

壹人傷勢嚴重。為防止火災中被焚燒的

化工材料有毒氣體擴散，威尼托當局立

即啟動了緊急預案，並封鎖了爆炸區域

交通道路，監測空氣質量，呼籲化工廠

周邊地區民眾待在家中關好門窗。

據報道，當地時間15日10時15分，

位於威尼斯省馬格拉市港口的3V西格瑪

化工集團(3V Sigma Spa)旗下壹家化工廠

傳出劇烈爆炸聲，頓時廠區內火光沖天

，整個馬格拉市被黑色濃煙所籠罩，在

10多公裏以外的城市遠遠望去，清晰可

見沖入雲霄的巨大黑色煙柱。

爆炸發生後，威尼托大區消防指

揮中心緊急從維琴察、特雷維索、帕

多瓦和羅維戈抽調了 8 支三防系統消

防警隊趕赴爆炸起火現場撲滅大火和

救援。

根據消防警隊通報，化工廠爆炸起

火共造成2人被燒傷，其中壹人傷勢嚴

重。為防止有害氣體向周邊地區擴散，

引發民眾中毒事件，當地民防部門已經

啟動了應急預案。

威尼托大區衛生局在化工廠發生爆

炸起火的第壹時間發布緊急預警，稱爆

炸可能造成有毒氣體擴散，化工廠周邊

地區恐面臨健康風險。事件已引起威尼

托大區主席盧卡· 紮亞(Luca Zaia)高度關

註和擔憂 。

威尼托大區議員、緊急民房事務

專員詹保羅 · 布塔辛 (Gianpaolo Botta-

cin)表示，化工廠大火很難在短時間

內撲滅，不排除再次發生爆炸的可

能。工廠員工和化工廠附近民眾已

被緊急疏散到安全地區。目前 2 名傷

者已分別送往維羅納和帕多瓦醫院

燒傷科救治。

布塔辛說，3V西格瑪化工廠爆炸起

火事件，具有極大的空氣汙染潛在危險

性，民房部門呼籲民眾不要打開門窗，

在相關部門對周邊地區蔬菜、水果等農

作物做出鑒定結果前，相關農作物壹律

禁止上市和食用。

布塔辛強調，目前民政部門尚不

了解化工廠散發出的化學物質具體成

分。已發現周邊民眾出現呼吸困難等

癥狀。威尼托大區環保局已正在監測

空氣汙染情況，並進行數據整理和分

析。

截止15日下午14時，在消防警員的

奮力撲救下，化工廠大火已經被熄滅。

當地警報暫時解除，馬格拉周邊地區將

允許交通恢復正常通行。

據悉，3V西格瑪化工集團是壹家

高端特種化工產品制造集團，該集團

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喬治敦、意大利

莫佐、格拉索比奧和馬格拉市設有4家

化工廠，工廠生產的化工產品主要包

括化工合成聚合物及有機化學等高端

化工產品。

哈佛和麻省理工联合出手
研制遇新冠病毒会发亮口罩

綜合報導 哈佛大学和麻

省理工学院目前正在设计一

种口罩，该口罩在接触新冠

病毒时会自动发光以警示检

查人员，从而弥补目前包括

体温检测在内的筛查手段的

不足。

据报道，这种口罩在新

冠病毒感染者呼吸、咳嗽或

者打喷嚏时发出荧光信号，

这或许可以让医生当场鉴别

出患者，而无需将样本送检

实验室。

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吉

姆· 柯林斯在

接受采访时

提出了这种

口罩的设计

理念：“当

我们完全开

放交通运输

系统时，可

以在通过安

检、等待登

机时使用这种口罩；或者你

我可以在上下班的路上佩

戴。而医院可以在病人候诊

时使用它，作为对新冠病毒

感染者的预先筛查。”

据报道，从 2014 年开

始 ， 柯林斯和他的生物工

程学同事们就在调整他们

的病毒检测传感器，以应

对埃博拉病毒，并针对寨

卡病毒病原体进行了调整

。2018年，柯林斯所在的实

验室传感器就已经可以检

测出包括非典、麻疹、流

感、丙型肝炎或者西尼罗

河病毒在内的疾病。

柯林斯表示，目前他们

的项目正处于“非常早期阶

段”，但研究结果值得期

待。目前研究团队正在讨论

是将传感器嵌入口罩内部，

还是开发一种可以连接到任

何口罩上的模块化装置：

“我们最初的试验是在纸上

做的，现在我们已经证明其

在塑料、石英或者布料上同

样有效。”

据研究人员介绍，传感

器是由遗传物质组成的，在

与病原体结合并识别出病毒

后，会在1至3个小时内发出

荧光信号。但这种信号肉眼

并不可见，需要用一种特殊

的设备来测量，政府人员可

以手持这种设备来扫描人们

的口罩，柯林斯说：“现在

时间和人力都很紧张，但我

们希望能够在今年夏季末开

始生产这种口罩，以供大家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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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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桃園縣中壢市民代表會副主
席劉威德被控5年前參選桃園市首屆議員時，
以每票1000元買票。二審台灣高等法院今天依
交付賄賂罪判處4年徒刑，褫奪公權3年，還
可上訴。

台灣高等法院新聞資料指出，劉威德於民
國103年參選桃園市首屆議員，因選情激烈，
為求順利當選，帶著水果禮盒給樁腳，再請樁
腳帶路，逐戶拜訪選民並致贈水果禮盒，之後
再透過樁腳製作的名冊，以一票新台幣1000元
買票。

新聞資料指出，劉威德因涉嫌違反選罷法
，調查局調查官於民國103年11月27日在競選
總部拘提他時，他以客語恫稱 「馬上叫人家給

你圍起來」、 「最少1000個人來包圍你」等語
。桃園地檢署偵結起訴劉威德。

一審桃園地方法院依交付賄賂罪判處劉威
德3年10月刑期，褫奪公權3年；對公務員依
法執行職務時，施以脅迫，判處3月徒刑，得
易科罰金。

全案經上訴，二審由台灣高等法院審理。
二審開庭期間，劉威德否認犯罪，辯稱沒有行
賄。

高院審理後，依多名證人證述以及相關名
冊、扣案繳回的賄款等，認定劉威德辯詞不足
採信，依交付賄賂罪判處4年徒刑、褫奪公權
3 年，還可上訴；妨害公務部分，維持原判 3
月徒刑，得易科罰金確定。

前中壢市代會副主席選議員涉買票 二審判刑4年

（中央社）累犯一律加重最低本刑，大法
官宣告違憲，司法院今天通過刑訴法修正草案
，明定審判長於科刑調查程序，應先曉諭當事
人就科刑資料指出證明的方法，讓法院量刑符
合罪刑相當原則。

司法院發布新聞稿指出，司法院院會就科
刑調查、定應執行刑、駁回再審聲請及不合時
宜檢察署銜稱部分，今天通過刑事訴訟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將於近日函送行政院會銜，提
請立法院審議。

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累犯規定
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違反憲法比例原
則，司法院為使法院科刑判決符合罪刑相當原
則，修正刑訴法第288條，明定審判長於科刑

調查程序，應先曉諭當事人就科刑資料指出證
明的方法。

定應執行刑的程序保障部分，為保障受刑
人的陳述意見權及檢察官、受刑人的救濟權，
修正刑訴法第477條，明定檢察官聲請法院定
應執行刑時，須以聲請書繕本通知受刑人，且
法院原則上應給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
的機會，並應記載定應執行刑審酌的事項。

此外，有鑒於各級檢察署已更名，且審檢
分立，檢察官於其所屬檢察署管轄區域內執行
職務，而對法院獨立行使職權，司法院也將條
文 「法院檢察署」、 「法院之檢察官」等文字
，修正為 「檢察署」、 「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
察官」。

司法院修法累犯加重須科刑調查 量刑符罪刑相當

（中央社）長榮航空空服
員罷工去年落幕後，空服員郭
芷嫣在內部群組表示要在機師
餐點 「加料」，遭長榮航空人
事評議委員會決議開除，並提
告違反民航法。桃園地檢署近
日作出不起訴處分。

桃園地方檢察署今天表示
，檢察官偵辦認為，郭芷嫣雖
曾在LINE群組留言表示要 「加
料」或 「不要給我吃飯」令人
觀之不悅，但語意不明、主觀
上有諸多聯想，且無針對他人
生命、身體或公眾安全有何具
體惡害通知，也未提及針對特
定航班、以何種計畫、步驟、

工具，施行強暴、脅迫或其他
方法以危害飛航安全民用航空
法第101條第1項構成要件程度
。

地檢署指出，郭芷嫣是在
同期空服員的封閉型LINE群組
內留言，群組對話內容都是非
正式的閒聊，且多有插科打諢
（即俗稱講肖話），並穿插表
示輕鬆、開玩笑的表情符號，
難以認定有恐嚇公眾或危害飛
航安全的惡意，因此偵結予以
不起訴處分。

郭芷嫣在收到檢方不起訴
處分書後，今天凌晨在個人臉
書（Facebook）發文感謝律師團

隊及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
包容她的任性妄為，也 「謝謝
一直以來，不論是支持我、看
衰我的你們，以及謝謝我向來
最尊敬的司法。」

她說： 「我永遠無法忘記
收到公文的時候，我的手有多
顫抖，這兩年充滿了很多驚奇
，祝福長榮航空和你我都能越
來越好。」

對於有人詢問是否有機會
能回長榮。郭芷嫣則回覆，其
實還要打至少2年的民事訴訟才
有可能回去。

長榮前空姐留言餐食加料 檢：難認有惡意不起訴

（中央社）花蓮鄭姓民眾因違反居家檢疫遭裁罰新台幣10萬元，經多次催繳未果，日前移
送法務部強制執行；但鄭姓民眾長居中國大陸，台灣查無其他財產，只有一棟在瑞穗鄉的別墅
遭查封。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花蓮分署執行官邱俊諭今天受訪表示，鄭姓民眾今年3月自中國大陸返
台後，因未遵守居家檢疫規定自行騎車外出購買宵夜，造成防疫漏洞，經花蓮縣衛生局依 「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裁罰新台幣10萬元，經多次催
繳但鄭姓民眾逾期未繳，日前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花蓮分署強制執行。

邱俊諭說，經調查發現，鄭姓民眾頻繁往返中國大陸與台灣，最近又出境至上海，且經國稅
局資料清查，近年均無所得，只有今年剛購入的一棟3層樓別墅，此位於瑞穗鄉的房產已設定高
額抵押權。昨天由書記官會同衛生局人員前往查封此房產。

邱俊諭說，鄭姓民眾當天下午已透過友人表達要申請分期繳納罰款的意願，目前已進入分期

協商的程序，未來只要義務人把分期款項繳納完畢，就會塗銷查封的註記。
邱俊諭強調，一定會遵循比例原則執行，但鄭男在花蓮只是寄放戶口，長居中國上海，經國

稅局資料調查近年均查無所得，也沒有其他動產，查封房產目的是保全公法債權的執行，避免義
務人脫產，同時督促義務人儘速履行義務。

台商違反居檢逾期未繳罰鍰花蓮瑞穗別墅遭查封

（中央社）江姓男子6日因案件到台中看守所服刑，日前卻
因顱內出血送醫，前天傷重不治，家屬質疑江男死因不單純。檢
方今天除會同法醫相驗解剖遺體，也調閱死者進看守所後的監視
器畫面。

台中地檢署表示，檢方今天會同法醫相驗及解剖死者遺體，
初步勘查死者表皮未出血、無骨折，但頭部硬腦膜下腔出血，已

採 集 相
關 檢 體
， 將 送
法 醫 研
究 所 鑑

定，以釐清死因。
檢方指出，今天上午相驗後召開臨時偵查庭，與家屬核對相

關證據，檢方案發後已調閱死者進入看守所10天的監視器錄影
畫面，並詢問相關證人調查，若家屬對死因有疑義，將在檢察官
同意下，請所方配合一同觀看監視器畫面釐清疑點。

江男家屬昨天在臉書貼文表示，42歲的江男因竊盜案被判刑

3個月，6日進入台中看守所服刑，但所方13日卻通知，江男出
現酒精戒斷症，整晚在獄房中來回走動，台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
醫師前往會診時，判斷江男需住院治療，15日當天下午被送入培
德醫院。

家屬說，16日上午5時多，培德醫院評估江男顱內大量出血
，緊急轉送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院方這時才通知家屬，但醫
師評估江男開刀後可能終身成為植物人，家屬因此決定放棄急救
，江男17日上午宣告死亡。

江男兒子表示，醫師認為父親傷勢可能是摔倒重擊造成，但
詢問看守所人員事發經過，卻都得不到答案，質疑案發原因不單
純，希望能得知真相。

男入獄卻顱內出血亡 檢方調閱看守所監視器畫面

民眾黨民眾黨：：防疫期間紓困優先前瞻預算先緩緩防疫期間紓困優先前瞻預算先緩緩
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1919日舉行記者會日舉行記者會，，立委賴香伶立委賴香伶（（左起左起）、）、邱臣遠邱臣遠、、蔡壁如與發言人楊蔡壁如與發言人楊

寶楨舉看板呼籲政府寶楨舉看板呼籲政府，，在防疫期間在防疫期間 「「前瞻先暫緩前瞻先暫緩，，振興要先行振興要先行」」 。。

外送平台消費爭議多 高嘉瑜籲業者積極改善外送平台消費爭議多 高嘉瑜籲業者積極改善
民進黨立委高嘉瑜民進黨立委高嘉瑜（（中中））1919日在立法院舉行日在立法院舉行 「「外送平台陷阱多外送平台陷阱多，，消費者投訴無門消費者投訴無門」」 記記

者會者會，，指出武漢肺炎防疫期間指出武漢肺炎防疫期間，，外送平台業績倍增外送平台業績倍增，，卻沒增進客服卻沒增進客服，，隨之而來的消費爭議也隨之而來的消費爭議也
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甚至出現點入頁面就直接扣款而找不到取消方式的狀況甚至出現點入頁面就直接扣款而找不到取消方式的狀況，，呼籲業者積極改善呼籲業者積極改善，，保保
障消費者權益障消費者權益。。

韓國瑜赴議會備詢韓國瑜赴議會備詢
高雄市議會高雄市議會1919日繼續進行市長施政報告及質詢日繼續進行市長施政報告及質詢，，市長韓國瑜市長韓國瑜（（前排左前排左））率市府官員列席備詢率市府官員列席備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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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戰疫：泰國各地“共享食物櫃”溫暖人心
綜合報導 泰國曼谷帕鳳裕庭路21巷素帕萊

花園住宅小區路口，壹名身穿標誌性橙黃色背心的

“摩的”司機停下車，從路邊的“共享食物櫃”拿

了點食物和幾瓶水便匆匆離開，繼續忙活他的“生

計”。

近日，曼谷街頭和壹些小區門口突然出現許多

類似的“共享食物櫃”，裏面裝滿了善心人士免費

提供的米、方便面、罐頭、雞蛋和礦泉水等民生必

需品，有需求的人可以自己到櫃子裏拿取。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泰國大量基層勞工失

業，生活陷入困頓。為此，當地不少民間團體及寺

廟經常設點免費發送食物和日常用品救濟窮人，許

多餐廳也提供免費餐點給貧困民眾。但是，慈善活

動畢竟時間有限，且人群排隊領取也存在感染風險

。於是，有善心人士想出了設置“共享食物櫃”這

種安全、方便又可持續的援助方式。

素帕萊花園小區物業管理處負責人阿迪說，這

是壹個非常好的創意，能夠傳遞泰國人的樂善好施

和互助精神。受此啟發，管理處也在小區路口設立

了這個“共享食物櫃”。小區居民可以將自己“愛

的食品”與人分享，如果有需要他們也可以隨時去

櫃裏自取。

記者看到，這個兩層的櫃子上寫著“共享食物

櫃——來自素帕萊花園小區以及有善心的人們”，

櫃裏裝著許多食物和飲用水。不時有人前來取用，

也有人拎著袋子往櫃裏增添食物。

小區住戶尼薩女士告訴記者，她昨天傍晚回家

時發現小區門口設立了“共享食物櫃”，晚飯後便

和先生去超市，準備買壹些食物和水放到櫃子裏，

可惜當天太晚了，接近宵禁時間，超市已經關門。

今天(14日)壹早，她購買了水、雞蛋、餅幹、口罩

等放進櫃子。

“新冠肺炎疫情對泰國經濟和社會沖擊很大，

壹些人甚至因為生活壓力而自殺。我和先生的生活

過得還不錯，很感恩也很惜福，希望能為遇到困難

的同胞提供小小的幫助，表達壹點心意。”她說。

蘇帕吉和他的朋友們最早發起“共享食物櫃”

活動。他表示，剛開始只是抱著試試看的態度，還

擔心食物會不會被壹搶而空。4月底，他們在曼谷

、羅勇嘗試設了5個“共享食物櫃”，幾天下來，

發現情況比預想的要好很多。前往食物櫃拿物資的

困難人士大都不會肆

意多拿，而許多民眾

也踴躍往櫃裏增添物

資。

於是，這種簡單

而又有效的愛心援助

方式很快推廣開來。

目前，由泰國民眾自

發設置的“共享食物

櫃”已遍布泰國77個

府，總數超過600個。

“從‘共享食物

櫃’這壹現象，可以

看出泰國人慈悲的天

性，即使在疫情危機

之時，人們還是願意

分享物資給他人，而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也懂得知

足。”蘇帕吉說，自己作為這壹援助方式的發起人

之壹，感到“很欣慰”。

日
本3

9

個
縣
解
除
緊
急
狀
態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布，對

全國39個縣解除“緊急事態宣言”，而北海

道、埼玉、千葉、東京、神奈川、京都、大

阪、兵庫這8個都道府縣則繼續維持。

安倍說，對於繼續維持緊急狀態的8個

都道府縣，若可能的話不必等到5月31日也

可解除緊急狀態。據悉，日本政府將在21日

左右再次聽取專家意見，對上述地區是否解

除緊急狀態作出判斷。

另壹方面，安倍強調，若新冠病毒感染再

次擴散開來，則有可能第二次發布“緊急事態宣

言”，安倍呼籲民眾繼續配合，避免這種情況發

生。安倍表示，疫情有再度擴散的風險，因此起

碼本月盡可能避免跨縣移動。在盡可能控制感染

風險的同時，回歸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當天上午，日本政府召開了專家會議，

聽取專家意見，專家認為對共計39個縣解除

“緊急事態宣言”是妥當的。據悉，專家制

定的判斷標準為最近壹周每10萬人口中新增

確診數是否在0.5人以下、醫療資源是否面

臨巨大壓力、核酸檢測等病毒檢測是否達到

壹定數量等。

4月7日傍晚，安倍在新冠病毒感染癥

對策總部會議上，向東京、大阪等7個都府

縣發布“緊急事態宣言”。4月16日，安倍宣布，決

定把“緊急事態宣言”對象擴展至全國，實施期限至

5月 6日。5月 4日，安倍再次宣布以全國為對象的

“緊急事態宣言”期限延長至5月31日。

臺風“黃蜂”襲菲
20 萬居家民眾急疏散

綜合報導 在新冠疫情肆虐之

際，威力強大的臺風“黃蜂”侵襲菲

律賓中部，迫使約20萬正居家避疫的

民眾撤離。出於防疫需要，當地疏散

中心的收容人數減半，且撤離者必須

戴上口罩。

菲律賓國家氣象局表示，“黃

蜂”的陣風速度高達每小時190公裏

，隨之而來的暴雨可能引發洪災及山

體滑坡。首先受襲的阿爾拜省至少有

20萬人住在沿海地區或脆弱房屋中，

需要緊急撤離。臺風路徑沿途更有數

千萬居民，人口稠密的首都馬尼拉也

面臨臺風威脅。

阿爾拜省公共安全與緊急管理辦

公室主任戴普表示，疏散中心只能接

收正常時壹般的人數，以留出社交距

離，因此無法收容所有避難民眾。當

局已要求當地47間大型教堂協助收容

避難者。

2019年12月，臺風“北冕”摧毀

或破壞了菲律賓超過48萬棟房屋，超

過100萬人被迫撤離。

根據菲律賓衛生部公布的數據，

截至14日，菲律賓累計有近1.2萬確

診病例，790人死亡。但外界普遍認

為，因當地檢測能力有限，實際感染

人數遠超官方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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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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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郭家
好）香港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主席
陳健波18日主持
內會主席選舉。會
議一開始就受到攬炒
派議員連番衝擊，最終
民建聯李慧琼以40票連

任主席，為大半年的內會主席選舉亂局畫上句
號。政府發言人表示， 政府歡迎立法會內務委
員會選出主席，期望議會盡快恢復正常運作。李
慧琼18日當選內務委員會主席後表示，稍後會與
秘書處商量本星期的會議安排，包括如何擬定議
程，希望追回過去超過半年流失的時間。就攬炒
派議員聲言“不承認”選舉結果，她認為若議員

有不同想法，可以透過其他途徑，包括司法途徑
尋求裁決，強調會按照《議事規則》賦予的權
力，有序公平地召開和主持會議，也會協助立法
會主席梁君彥主持部分立法會大會。

“爭議”應循其他途徑尋裁決
李慧琼18日連任後感謝多數委員的支持和信

任，她指出，議員不能長期拉布，令立法會不能
運作，相信廣大市民和議員均希望看到立法會工
作較為順暢，自己亦很希望內委會會議順利召
開，繼續履行基本法的職能。她表示，會以優先
次序考慮處理積壓的議程，稍後亦要處理選舉副
主席的安排。
對於攬炒派聲言不承認選舉結果，李慧琼表

示，作為立法會最重要是依法辦事，按照《議事
規則》召開會議及進行主席選舉。就選舉中的

“爭議”，她認為倘議員有不同想法，可以透過
其他途徑，包括司法途徑去尋求裁決。

有憲制責任完成國歌立法
《國歌條例草案》將於下周三在立法會上

恢復二讀辯論，李慧琼說，作為內會主席，她
會協助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主持大會，讓有關草
案能順利地得到辯論，並通過成為香港法律的
一部分。
另外，李慧琼18日接受《央視新聞》訪問時

提到，現時網絡流傳一個帖子，呼籲香港市民在
立法會討論《國歌條例草案》時包圍立法會，造
成衝突。她指出，“一國兩制”下香港有憲制責
任及必要完成立法，因此現時最重要是讓市民去
明白草案內容，政府需要帶頭用有效的方法全面
地向市民作推廣，

再掌內會 李慧琼：重擬議程追進度

■■陳健波主持立法會內會選舉主席陳健波主持立法會內會選舉主席，，反對派搗亂反對派搗亂
會議秩序會議秩序。。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李慧琼表示李慧琼表示，，將擬將擬
定議程定議程，，希望追回過去希望追回過去
超過半年流失的時間超過半年流失的時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特區政府 18日公佈 810億元（港

元，下同）“保就業”計劃的申請詳情及懲

罰機制。若任何僱主於補助期內任何月份的

總薪酬開支少於該月的補助額，政府會向該

僱主討回差額；若僱主於補助期內裁員，政府會按僱員人數減幅的百分率及因應企

業規模釐定的罰款率去計算懲罰金額，其中員工數目不足 10人的微企罰款率為

10%；500人或以上大企業的罰款率高達80%。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表示，

設計罰款機制時已考慮僱員自然流失的因素，並指對小型企業的懲罰較寬鬆，是為

免條款“太辣”會窒礙僱主申請，最終未能達至“保就業”的原意。

“保就業”設罰則防裁員
分五級最高回水80% 微企輕懲免“太辣”窒礙申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羅致光18日與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總監馮程
淑儀一同舉行記者會，公佈計劃申請詳情。

下周一起申請 擬三周內發放
第一期補貼（6月份至8月份）將於下周一早上

7時起至下月14日晚上11時59分接受網上申請，大
部分會於申請後的三四星期內發放，獲補貼的僱主
於6月份至8月份的支薪僱員人數，不得少於今年3
月份的總僱員人數。合資格的自僱人士，只要於今
年3月31日或之前有開立強積金戶口，也可申請領
取一筆過7,500元補貼。
參加計劃的僱主須於網上填寫商業登記證或其

他機構登記資料、強積金受託人名稱與計劃編號、

僱主持有的銀行戶口編號，並上載銀行月結單的掃
描副本等資料，再於遞交申請時授權“保就業”計
劃代理人，即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接收強積金
受託人提供的強積金記錄等有關資料即可。

馮程淑儀指出，若僱主在補貼期間未有將當月
補貼金額全數用於支付僱員該月份的工資，政府會
收回有關差額；若他們無遵守“不能裁員”的承
諾，則須向政府繳付罰款，計算方法為“補貼額×
僱員減幅百分率×罰款率”；罰款率是按企業規模
大小分為五級制，罰款率由聘用不足10人微企的
10%，到聘用500人或以上大企業的80%不等。
她表示，計劃設審查及監察機制，“保就業”

計劃秘書處或代理人會在申請審批過程及完成審批

後核實僱主提交的資料，並根據風險評估，到被抽
查的僱主機構作現場審核；任何人如提供虛假資料
會被檢控。如有人發現僱主涉嫌違規，亦可作出舉
報。
她續說，“保就業”計劃的行政費不多於1.5億

元，約佔810億元的0.2%，當中包括代理人費用、
秘書處及資訊系統開支等。

恐僱主卻步 難達至“保就業”
對於被質疑罰款太低，並無足夠阻嚇力時，馮

程淑儀指不少僱主也曾反映員工有自由流失的情
況，政府在衡量後認為不應給予“走盞位”容許員
工數目出現較大減幅，“但如果罰則太重，僱主明

知‘罰硬’可能寧願不作申請，這便不能達至‘保
就業’目標，所以需要取得平衡。”
羅致光指出，至今仍常有僱員問，僱主何時

替其申請“保就業”計劃。但他重申，整個制度
並不是為個別僱員申請就業補貼，而是保企業的
職位，因此計劃不會觸及過程中某位僱員是否仍
然在職、有否被減薪，甚至他有多少份兼職等，
只會將6月份的受薪人數與3月份的受僱人數作比
較。
他並重申，如僱主只用上政府全數補貼來給予

員工出半薪，僱主則分文不補貼另外半薪，雖然並
無違規，但相信員工也會轉投其他公司，屆時僱主
亦有可能因大量員工減少而被罰款。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首班接載滯留印度香港居
民的包機於18日晨抵港，機上
載有249名香港居民，包括7名
不足兩歲的幼童。他們抵港後
即乘坐專車前往亞洲國際博覽
館接受強制新冠病毒測試，完
成後再往火炭駿洋邨的檢疫中
心進行14天強制檢疫。由於乘
坐包機的人數較原定計劃為
多，每人只需自費3,800港元，
比原先估計約8,000港元大減。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18日
表示，接載滯留印度香港居民
的包機，於當地時間前晚約11
時（即香港時間18日凌晨1時
30分）從新德里出發，並於18
日上午 6時 34分抵達香港機
場。包機上共有249名香港居
民，包括 7名不足兩歲的幼
童。
政府發言人上周表示，入

境事務處已成功聯繫約3,500名
滯留在印度的香港居民，並初
步掌握他們的個人資料和所在
地點。他們正分別身處印度多
個不同地方，政府會繼續與他
們保持密切聯繫，並按照實際
情況，分批協助他們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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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18日無新增
新冠肺炎確診個案，至今累計確診個案維持1,055
宗。限聚令等多項防疫措施將於本周四屆滿，香港
特區政府18日公佈最新安排，專家建議傾向將最多
8人聚集的“限聚令”延長14天，惟不排除有條件
略為放寬其他限制。另外，有宗教團體早前向政府
建議放寬宗教活動人數限制。有專家認為，由於近
日出現源頭未明的本地確診個案，不宜放寬限制社
交距離措施，亦有專家指，須做到每日至少7,000個
病毒測試，以掌握到隱性傳播鏈的狀況，才有條件
放寬任何防疫措施。

連續第三天錄本地“零確診”
18日無新增確診個案，亦是自梨木樹邨本地家

庭群組3人確診後，連續第三天本地“零確診”。據
了解，政府考慮到梨木樹邨感染群組源頭未明，現
時取消或放鬆限聚令未必適合，故傾向延長限聚令
以及其他禁止營業等措施多14天，惟不排除考慮有
條件略為放寬某些活動或場所的限制。至於是否放
寬粵港澳檢疫安排，仍要按照聯防聯控機制，與兩
地政府商討。
政府抗疫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

許樹昌18日在電台節目上指出，梨木樹邨的小型家
庭群組本地感染個案仍未找到源頭，現時不宜放寬
各項社交距離措施，認同要繼續延長限聚令多14

天，“衛生防護中心仍跟進本地源頭未明個案的工
作，不知道社區會否仍繼續出現個案，所以此時相
關措施暫時不可以放鬆，應該要延長14天。”

對於有聲音要求放寬宗教聚會限制，據了解，
政府亦有意考慮有條件略為放寬某些活動，許樹昌
表示，如果參與者戴口罩及注意手部清潔等，才有
條件考慮放寬人數限制。

若日測7000樣本 有條件可鬆綁
同是政府抗疫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

授袁國勇強調，“不是毫無散發性感染個案，才可以
考慮放寬限制措施。”他認為，放寛措施的前提是化
驗所每日處理7,000至7,500個病毒檢測樣本，以掌握
隱性傳播鏈的狀況，才算有條件放寬限制，“如市民
可隨時到普通科門診，取樣本瓶做深喉唾液測試，便
可大大提高社區檢測量，從而知道全港各區的感染情
況，做好抗疫防疫準備。”

袁國勇認為，即使要放寬某些場所或活動的聚
集人數，例如宗教聚會，亦要先做足準備，控制到
高危因素。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則表示，香港

應否延續防疫措施，要視乎人群聚集時，可否強制要
求他們戴口罩，並舉例說，佛堂善信一起除下口罩食
齋；一些設有領聖餐環節的天主教活動，如果信徒要
除下口罩，“這樣就危險，衍生出來的傳播風險可以

很巨大。”
此外，何栢良表示，上周五確診的私人機師於3

月下旬從外地返港前14天，曾出現病徵，政府需要解
釋他有否作出健康申報，如有申報，政府又是否“走
漏眼”。他又指，該個案反映香港防疫措施有漏洞，
政府須要承認和面對真相。
另外，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梁德華18日表示，

六大宗教領袖座談會的代表早前已向政府轉達意
見，希望可按場地大小，放寬宗教活動人數限制，
例如場地可容納人數的一半，他們亦承諾信眾在場
內會遵守一定規則，包括不會除下口罩，入場前要
清潔消毒雙手等。

限聚擬延長14天 宗教活動盼放寬

■香港18日錄得新冠肺炎“零確診”，據了解，政府
傾向把“限聚令”延長多14天，惟不排除有條件放寬
其他限制。 資料圖片

■羅致光（中）18日與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總監馮程淑儀（左）等舉行記者會，公佈“保就業”計劃申請詳情
及懲罰機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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