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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疫情擴大 林鄭民望暴跌

香港疫情勢態嚴峻       
病例新增，停課延長

香港衛生署防護中心傳染病處

主任張竹君公布武漢肺炎最新感染

情況。新增個案是一位居於北角的

55歲女子，本月 3至 8日曾到福慧

精舍，17日發病，24日到律敦治

醫院求醫。她在該佛堂附近的一家

肯德基快餐店工作，負責在廚房炸

雞。此前她的姐姐亦確診染疫，同

樣到過該佛堂。

另一宗確診個案是上述 55歲

女患者的 24歲兒子，兩母子同住，

皆沒有外遊紀錄。他得悉母親染病

後赴醫院檢查，發現肺部有花後確

診。第三宗確診個案是一名在旺角

東港鐵站任站務員的 33歲男子，

他也是早前一名確診患者的兒子。

《蘋果日報》報導，晚上再多一名居

住在跑馬地的 60歲女子確診，成為

香港 85宗武漢肺炎個案。

福慧精舍近日成為武漢肺炎

集體感染的源頭，至今有 7名相

關人士確診。與他們有緊密接觸的

親友，如今都被隔離檢疫。張竹君

說，至今已有 153人向當局表示曾

去過福慧精舍，當中 22人被安排檢

疫，其餘人士進行醫學監測。衛生

防護中心 2月 23日在佛堂內外採

集環境樣本，在經書布及跪墊、洗

手間水龍頭等處發現了 2019年新

型冠狀病毒。署方一星期後會再前

往取樣。

疫情持續擴大，香港教育局 25

日宣布延長全港學校停課至復活節

假期後，最早 4月 20日復課，實

際日期有待進一步評估。中學文憑

試（DSE）筆試則會如期於 3月 27

日舉行，放榜暫延至 7月 15日。

武漢肺炎爆發以來，港府的抗

疫表現備受非議，包括遲遲不「封

關」防止疫情從大陸蔓延至香港，

也被批評無法穩住防疫物資供應，

導致民間恐慌搶購口罩。不過，特

首林鄭月娥 25日撰文回顧抗疫一

個月，自誇政府工作「符合迅速應

變、嚴陣以待和公開透明三大原

則」，又稱香港沒有出現廣泛的社

區感染；政府會竭力做好圍堵、增

加隔離檢疫措施等工作，相信「憑

著愛」，香港可以「浴火重生」。

民意調查顯示             
有六成人給予林鄭0分
不過，同日公布的一項民意

調查顯示港人明顯不滿她的抗疫表

現。香港民意民研究所從 2月中

香港社區開始爆發疫情時，訪問約

一千名香港居民，結果顯示有多達

六成人給予特首 0分。林鄭月娥的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導】

香港2月25日新增4宗武漢肺炎
（新冠狀病毒）確診個案，令病

例總數升至85宗，當中7宗與爆
發群聚感染的北角佛堂「福慧精

舍」有關。疫情持續擴大，港府

抗疫不力加深民憤，特首林鄭月

娥最新民望已跌至個位數字，創

下任內新低；這天她現身深水埗

派口罩時，也遭遇街坊冷待。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25日進行委員

會抽籤，不分區立委吳斯懷沒有抽

中籤，確定無法進入外交及國防委

員會，關於吳斯懷最後會進入哪一

個委員會，國民黨團總召林為洲表

示，會依照吳斯懷提出的第二志

願，再做協調。

吳斯懷沒抽中籤           
與外交國防委員會無緣      
據中央社報導，國民黨團 25

日進行委員會席次的協調作業，退

將吳斯懷先前在被國民黨列入不分

區立委名單中時，就引發不小爭

議，外界自然十分關注他此次是否

能夠順利進入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國民黨在外交及國防委員會中，分

配到 5個席次，前 3席由較為資

深立委江啟臣、呂玉玲、馬文君取

得，最後 2席，則由新科立委溫玉

霞、陳以信及吳斯懷做協調。

由於協調未果，最終以抽籤來

決定席次，最後由陳以信與溫玉霞

順利抽中，吳斯懷則是確定無法進

入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吳斯懷在結

束抽籤後，並未對媒體多做表示，

僅回覆由「黨團統一說明」。

針對吳斯懷最後會進入哪個委

員會，林為洲表示，接下來會按照

吳斯懷提出的第二志願，來進行相

同的協調作業，一切將會按照制度

進行。因為還有幾個委員會需要協

調，因此林為洲並未再多透露吳斯

懷的第二志願。

無黨籍立委林昶佐原本 24日

抽中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後來與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協商、交

換後，確定重返外交及國防委員

會。林昶佐直言，因為國民黨立委

吳斯懷才剛上任就與中共唱和，他

有責任續留外委會抗衡吳斯懷。

林為洲呼籲不要黑箱操作

根據「三立新聞網」報導，林

為洲在 24日播出的政論節目《新

聞面對面》上，談到目前國民黨的

立委分配安排，並表示國民黨擁有

40席，在立法院的 8個常設委員

會中，會平均分配 5名立委進入；

若是以國防委員會來看，國民黨目

前已經有 3名區域立委搶先列入名

單，因此黨內只剩下 2個名額可以

搶，而不分區立委陳以信、溫玉霞

及吳斯懷都是國防外交專業，因此

就是「三抽二」。

針對名額競爭的部分，林為洲

不分區立委吳斯懷抽籤失利  已確定出局外交國防委員會

至 3.4%。萬千預計，截至今年年

中，香港失業率或上升至 5%，而

失業率上升將拖低家庭收入，進

一步影響本地消費。

雖然香港立法會於 2月 21日

通過了 280億抗疫基金的申請，

一些銀行也免收銀行費用並延長

貸款償還期限，但香港的許多中

小企業仍面臨破產清算的壓力。

《彭博》引述香港會計師協會

會長江智蛟的話，由於缺乏適當

的尋求破產保護的法律框架，香

港企業在遇到困難時沒有任何破

產保護程序，這意味著一些公司

會被迫清算。而在美國的法律框

架下，因為有破產保護程序，對

於身陷資金困境的公司仍有翻身

的機會。

根據政府數據，2020 年 1

月，香港的破產案件錄得 2015年

以來最高，達 703件。香港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表示 2月 26日會公

布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政府會「撐

企業、保就業」，但也表示政府

的資源始終有限，不可能完全滿

足所有人的要求。

香港經濟收縮嚴重       
中小企業面臨破產壓力

彭博中國經濟學家萬千日前

表示，受疫情影響，預期上半年

香港仍將陷入衰退。並預計 2020

年本地生產總值（GDP）將下跌

0.4%，第一季度按年收縮 4.7%。

由於疫情影響投資信心和需求，

將拖累經濟，香港經濟或於下半

年出現復甦。

武漢肺炎疫情導致香港經

濟下行壓力增加，諸多行業面

臨企業結業潮和失業潮。據統

計，香港失業率已連續四個月上

升，2020年 1月的失業率已升

【看 中 國 記 者 盧 乙 欣

綜 合 報 導】新 型 冠 狀 病 毒

（COVID-19，簡稱武漢肺炎）

疫情嚴峻，美國實驗中的藥物

瑞德西韋被認為是可能有效的

治療藥物，國衛院 24日再宣

布，繼完成純度 97%瑞德西韋

的毫克級合成後，24日完成公

克級合成，讓藥物的研發進展

往前邁向一大步。國衛院還表

示，目前已有國內廠商釋出合

作意願。

由美國藥廠吉利德科學

公 司（GileadScience） 開

發的小分子藥物瑞德西韋

（Remdesivir），目前被認為

是對付新型冠狀病毒的最佳

藥選，然而現在最快研發進度

只到臨床第二期，包括美國在

內，世界各國仍未獲得批准上

市。國家衛生研究院（國衛院）

與中研院，利用 2003年對抗

SARS及 2005年合成克流感

的經驗，一起積極投入瑞德西

韋藥物合成工作，以便在疫情

若不幸失控需要大量用藥時，

可以透過授權方式直接在台灣

就地生產製造。

2月 20日，國衛院團隊才

剛完成瑞德西韋「毫克級」合成

的工作，進度有如神助，24日

再次對外宣布已經完成「公克

級」瑞德西韋合成！ 20日，國

衛院與中研院接連宣布已成功完

成製程破解、純度 97%瑞德西

韋成功合成的重磅消息，前者是

生技與藥物研究所藥物化學加值

創新研發中心（VMIC）的 4人

團隊；後者則是化學所副研究員

陳榮傑所領導的 7人團隊。

總統蔡英文 20日也前往苗

栗縣竹南鎮國衛院視察，國衛

院當時立即向蔡英文宣布該消

息。不過，這些都僅是初步階

段，想要達到量產標準的話，

至少得提升到「百公克級」，甚

至是「公斤級」。因此，國衛

院訂立了下一個目標就是 2個

禮拜之內，要完成瑞德西韋「公

克級」合成。然而，最終在研究

團隊再接再厲之下，原定需要 2

週的作業時程，順利縮短成短

短 5天之內就提前達陣，24日

就已經完成了「公克級」合成。

良心商家結盟自救

由於武漢肺炎疫情蔓延，遊

客和本地居民消費減少，飲食業

首當其衝，生意下降九成。但香

港本地的良心企業仍有街坊支

持，有 300間良心企業組成大聯

盟，結盟自救。

據《蘋果日報》報導，這 300

間商家包括較知名的「桔梗」及

「牧羊少年咖啡館」等。商家結

盟後採取了一系列的自救措施，

包括與外賣平台商討加盟費用，

以減少加盟成本；企業之間利用

各自的平台，互相宣傳；有老闆

免費分享經營秘訣，如何管理人

手、設計餐牌；有能力的企業合

力幫助小企業轉型；也有企業幫

助同行購置口罩、酒精洗手液等。

除了商家的結盟自救，也有

企業自主轉型，如推出外賣業

務，就餐送口罩等自救方式，以

贏回客流量，減少損失。「616牛

肉火鍋店」的老闆表示，生意曾

一度暴跌九成，後來轉為火鍋外

賣自取，生意轉升。

香港首季GDP或收縮4.7% 臺灣瑞德西韋研發進展迅速

【看中國記者趙曉彤綜合報導】武

漢肺炎疫情持續，香港遊客大量減

少，本地居民減少出門消費，經濟

陷入衰退。彭博經濟學家預計，今

年香港首季GDP或收縮4.7%，失
業率或升至5%。雖然香港經濟持
續不景氣，眾多企業陷經營困境，

仍有小企業結盟自救。

最新民望只有 18.2分，遠低於歷屆

特首；其支持度也從 2月初的 13%

跌至個位數的 9%，民望淨值為負

74個百分點，全部數字都再創其上

任以來新低。

特區政府的最新滿意率淨值同

樣是負 74個百分點，信任淨值則為

負 62個百分點，較上個月大幅轉

差，分別創 1997年和 1992年有紀

錄以來最低點。港人對香港政府的

信任程度為負 62%；對香港前途和

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較半年前大幅

下跌至負 44和負 41個百分點，同

樣創紀錄新低。

另外，林鄭月娥 25日下午 2

時許被拍到「快閃」出現在深水埗

街頭。據《香港 01》報導，附近不少

檔攤的職員都不知道林鄭曾經來走

訪；亦有商鋪老闆看到一群戴口罩

的黑衣人走過，還以為有人「準備

搞事」，後來才知道是因為林鄭到

來，她身後有大批疑似便衣的警察

簇擁尾隨。有目擊市民說，林鄭離

開時有多名市民向她高呼訴求，包

括要求她不要戴口罩，諷刺她在記

者會上曾要求官員「戴了都要脫下

來」。《蘋果日報》拍到林鄭向在

場人士揮手說「大家辛苦了」，卻

換來街坊粗話回應。

港府其後發稿透露，林鄭月娥

原來是與運輸及房屋局長陳帆到深

水埗向居於「劏房」的長者派發口

罩，又到物流署位於柴灣的物料營

運中心視察。

2月25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到地區巡視和視察口罩供應。(香港政府新聞處)

表示，黨內現在最重要的就是確立

制度，不要再黑箱作業，他還爆料

吳斯懷為了能夠擠進國防委員會的

名單內，找了很多人來為他說話。

林為洲坦言，自己「真的壓力也很

大」。不過，即使是有退將、各

方面各個協會、黃復興黨部，以及

八百壯士的長輩來幫吳斯懷講話，

但是林為洲都沒有答應。

林昶佐呼籲面對臺灣民意

針對吳斯懷 25日沒有抽中外

交國防委員會，林昶佐則表示相信

國民黨內部已經知道臺灣民眾對於

國家安全的堅定態度，以及對吳斯

懷國家忠誠度的疑慮，才會有這樣

的結果。

林昶佐還提到，其實早在新國

會剛剛組成時，國民黨內部有不少

人指名吳斯懷不適宜進到外委會，

只是，吳斯懷本人仍然表達強烈意

願下，加上國民黨團也沒有明確的

指示。林昶佐還強調，臺灣人民在

選戰過程中，就已經強烈質疑吳斯

懷對於國家的忠誠，並也認定吳斯

懷是不適任的立委，國民黨應該要

誠實面對，而非不想將吳斯懷排進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就以「籤運」

來做最後的決定。

林昶佐表示，國民黨遲早都要

面對臺灣的民意，像吳斯懷受到這

麼大的反彈聲浪，藍營在大選之後

不積極面對、在黨主席補選時也不

面對，如今都要抽委員會了，還是

不面對；最後吳斯懷無法進入外委

會，並非是藍營恍然大悟，而是因

為籤運不佳，由此顯見國民黨對於

改革仍是十分抗拒、讓人哭笑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