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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週內訂定。經濟學家估計，如果

推遲東京奧運，日本經濟損失可

能多達 46億美元。

加拿大、澳洲和挪威等國，

在這場疫情肆虐之下，都陸續宣

布退出今夏的東京奧運。同時，

東京疫情此刻也正持續升溫。東

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3月 23日表

示，到 4月 12日前的未來三週，

為攸關東京疫情是否大爆發的關

鍵期，「首都封城」並非不可能。

根據厚生勞動省群聚感染對策小

國際奧委會（IOC） 最資深委

員龐德，3月 23日受訪時也據此

表示，2020東京奧運將很可能推

遲到 2021年，相關細節將在未來 

組專家估算，東京到 4月 8日前，

確診病例可能增加 530人。東京

確診人數於 3月 17日突破百人，

之後每天增加約 10人，23日新

增 16例，累計達 154人。

在各方壓力下，安倍 3月 23

日終於鬆口，釋出考慮延期的信

息。隨後，美國奧委會 24日發聲

明表示，與陣中 1780位國手溝通

討論過後，得出奧運延期舉行是目

前最佳的結論。結論中指出，即使

當前最受關注的疫情問題在今夏

能夠緩解，但無論是訓練環境、興

奮劑檢測，以及資格問題所產生

的困擾和問題依舊存在，迄今也

沒能找到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

美國臨門一腳的表態，讓安

倍於 3月 24日晚會同東京都知

事，與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

主席巴赫通電話，提議原訂在今

年 7月 24日舉行的東京奧運延後

一年，最遲於 2021年夏天舉辦。

延遲舉辦可能造成的經濟損

失約 46億美元，而萬一停辦，損

重量級國家相繼退出  日本推遲東奧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在多個奧運重量級國家相繼表態

退出東奧，以及東京疫情日趨嚴

重氛圍下，日相安倍3月23日終於
鬆口表態，若奧運無法完整登場，

可能會推遲舉行今年的東京奧運。

歐央行緊急撥款7500億救市

支持性融資                            
化解疫情衝擊

據路透社 3月 19日引述多個

渠道的消息來源，歐洲央行行長

拉加德否決了主要來自德國與荷

蘭的央行行長的反對，宣布推出

7500億歐元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緊

急購債計畫，包括：購買國家公

債與企業債，並表明之後可能還

會繼續購買。而德國與荷蘭的央

行歷來堅持反對類此的量化寬鬆

原則，特別是德國。長期以來，德

國高級官員一直批評歐洲央行的

債券購買計畫。擔心歐洲央行變

成某些國家的提款機。對此，歐洲

央行聲明指出，此次購債目標是要

確保家庭、企業、銀行、政府等所

有經濟部門，得受益於歐洲央行的

「支持性融資」條件，化解疫情帶

來的衝擊。

歐洲央行這一出人意料的舉

措，表明了歐洲央行決心保護南

歐國家政府，使其債務得免於來

自投資者的巨大壓力，以維繫南

歐的金融體系。

西班牙步意後塵                      
醫療體系危殆

目前意大利的確診病例已超

過 7萬例，死亡病例已接近 7千

例，意大利人民的染病速度未能

放緩。意大利民防保護局局長波瑞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隨者中共肺炎（又稱武漢肺炎、

新冠肺炎）的日趨嚴峻，全歐金

融已瀕臨崩潰邊緣。歐洲央行3月
18日晚召開計畫外會議，宣布推出
7500億歐元緊急購債計畫，以防
範疫情進一步擴大所帶來的金融

巨災。目前除意大利外，德國、

西班牙、英國等地，也都陸續成

為重災區。

始，會陸續收到醫療當局的手機短

信，要求自我在家隔離12個星期。

疫情的肆虐無分階級。根據

BBC報導，英國王位排在第 1順

位繼承人的 71歲英國王儲查爾

斯，已經確診罹患該病毒。不過只

有輕微症狀，身體狀況大致良好。

捷克：中共快篩試劑               
錯誤率7成

從中國爆發的病毒已經禍害

全球超過 170個國家，各國疫情

都相當嚴重。但在此之際，中共

卻正積極援助外國防疫，試圖將

自己從病毒輸出國，變身成一個

「全球大救星」，可是劣質的「中

國製造」卻得到反效果。 3月 24

日捷克媒體爆料指出，日前有捷

克專家表示，該國獲得中共援助

的 15萬個快速檢測試劑，其錯誤

率高達了 80%，使得捷克只好再

回到傳統的實驗室檢測方法。

捷克的衛生學家帕夫拉．斯維

奇諾瓦（Pavla Svr inov ）披露，

來自於中國的病毒快速檢測試劑

盒，其錯誤率竟然高達 80%，可能

僅能用在對隔離人員的初步檢測

而已。她表示，當地對於患者進行

確診之時，將不得不繼續使用實

驗室的檢測方法。此種檢測方法

比較緩慢，而且實驗室每天僅能

處理約 900個樣本。

斯維奇諾瓦表示，3月 21日，

他們在一家大學醫院內，對於這些

北京所提供的試劑盒進行測試，

經過對採集樣本的檢測結果發

現，其錯誤率特別高，其中包括假

陽性與假陰性結果皆會出現。她強

調，幸運的是，我們十分有遠見，

立刻取樣針對試劑盒進行了檢查，

才證明了其檢測高錯誤率。據悉，

該檢測方式為北京目前採用的核

酸檢測，而該檢測方式已被中共內

部證實準確度僅達 30∼ 50%，武

漢醫界則指出其錯誤率高達70%。

不顧德國反對    推出前所未有大規模緊急購債計畫    維繫南歐金融

失將高達 400億美金。其中觀光

事業占比高達 24.4%。在不計入

東奧停辦損失下，日本本次疫情

對觀光產業的損失，估計至 6月

分將高達 940億美元，範圍遍及

各餐應、運輸、住宿、百貨藥妝

等事業。其他各行各業也多受衝

擊，為因應此一變局，目前各大

集團在財務操作上多採「現金為

王」的手法。

日本軟銀集團（SBG）3月

23日發布消息稱，決定最多對 4.5

兆日元的資產實施出售和現金化。

中國阿里巴巴和日本國內通信子公

司軟銀等投資對象的上市股票，

被認為將成為主要對象。

里甚至表示，國內實際感染人數可

能是官方通報 10倍之多，也就是

可能多達 60多萬人染病。全意大

利封城舉措讓該國經濟處於停擺。

西班牙的疫情也快速攀升直

逼意大利，至 3月 25日截止，確

診人數已超過 4萬例，死亡人數超

過 3千名。其中最令人擔憂的是，

高達近 4千名都是衛生工作者，占

境內總確診人數的近 12%。這意

味著，西班牙的醫療體系，恐陷於

崩潰。醫生、護士及其他衛生工作

者，紛紛表示沒有足夠防護裝備。

德國疫情攀升                          
底子厚鉅額預算維穩

德國的疫情也正繼續攀升，

患者目前已超過 2萬 3千人，23

日一天內就增加了 4062人，死亡

人數達到 86人，使德國經濟和社

會生活幾乎陷入癱瘓狀態。德國

央行表示，德國的經濟恐將陷入

蕭條。根據慕尼黑 Ifo經濟研究所

的計算，德國的經濟損失可能超

過 0.5兆歐元，毀滅工作崗位 100

萬個，規模將超過近幾十年來經

濟危機和自然災害給德國帶來的

損害。危機還將導致勞工市場大

動盪，估計將有多達 180萬個繳

納社會保障費用的工作可能會流

失，6百萬人可能將成為短期工作

者，遠超過此前的金融海嘯。

目前學校、幼兒園、飯店、賓

館、文藝體育活動場所等，都已關

門，許多企業也都暫時停工，搶購

囤積食品的現象，也出現在這個社

會秩序向來井然有致的國家。不過

經濟體質的厚實，當局推出了一連

串的社會緊急救濟計畫，以維繫社

會的正常運轉。直接的補助不僅

止於小企業，也還包括個體戶，

甚至各種獨立作業的藝術家，如：

攝影師、媒體人等；大公司也將通

過穩定基金，處於保護傘之下；醫

院也將得到更大的財政扶持；房

客也將受到疫期租金積欠緩繳的

保護；其他既有的福利措施也都

獲得額外的加碼。而這些措施將

得到聯邦議會和聯邦參議院的通

過，以便快速進入實施，當局更

是編列 1560億歐元的追加預算，

已充分支持以上一系列令人眼花

繚亂的措施。

英國王儲確診染疫

至於英吉利海峽對岸的英

國，其確診病例已接近 7千例，

死亡人數升至 3百餘人，據信實

際感染人數將介於 3.5萬至 5萬

之間。相較下雖沒有比上述國家

來的嚴重，但也是英國數十年來

所遭遇的最大威脅。

繼英國首相約翰遜宣布全國

停課後，3月 23日晚間，約翰遜

宣布全英國將實施 3週的「禁足

令」，限制民眾非必要不能出門，

許多公共場所也不能再對外開放

營業。此外，英國有 150萬人被當

局確認屬於高危人群，包括：做過

器官移植的、患有某些特定癌症

並正在治療的患者，以及其他一些

長期病症患者等，從 3月 23日開

因醫療資源已瀕臨匱乏，意大利將無法治療的中共肺炎病患，轉入德國薩克森邦的醫院進行救治。（AFP）

床位。科莫還指出，紐約州目前

只有 7000台人工呼吸器，但預估

將需要 3萬台。美國副總統彭斯

接受福斯新聞（Fox News）訪

問時說，聯邦政府 3月 24日已將

2000台人工呼吸器運往紐約，25

日再追加 2000台。

白宮方面因為當地疫情嚴重，

已急派海軍醫療艦前往支援。軍

方表示，海軍維修中的「舒適號」

（USNS Comfort）將在數星期內

抵達紐約州。考量到封閉環境，舒

適號不會收治擁有該肺炎的病患，

而是僅用來擴大紐約當地的病床

數量，以紓解地區的醫療資源壓

力為主，好讓陸地醫院能專注在

該肺炎患者的治療上。

舒 適 號（USNS Comfort）

是美國海軍醫療艦的編制之一，本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

導】紐約州長科莫在 3月 24日

說，州內中共肺炎（又稱武漢肺

炎、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以每

3天倍增速率竄升，已衝破 2.5萬

例，確診總數已達加州 10倍，占

全球確診總數 7%左右，死亡人

數達 210人。他警告，紐約尚未

「壓平曲線」，疫情高峰將比原估

高且來得更早，聯邦政府援助嚴

重不足。

美國聯邦緊急事故管理總署

（FEMA）與陸軍工兵署預定在當

地建立臨時醫院。他預期，紐約

州疫情高峰需要多達 14萬張醫院

病床，高於原估的 11萬張，以及

州內現有的 5.3萬張。更令人憂

心的是加護病房床位嚴重不足。

紐約州現僅有約 3000個加護病房

體是為改造過後的郵輪，亦是全

世界最大的海上醫院，具備 1000 

張病床、12 間手術室，總重量達 

7000 噸。而另一艘同屬於醫療艦

編制的慈悲號（USNS Mercy）3

月 23日已自聖地牙哥出動前往洛

杉磯，做為岸上醫院的轉診醫院，

治療肺炎以外的各種病症，包括成

人的急重症患者。讓岸上的醫院把

加護病房、呼吸器空出來，專門用

來治療中共肺炎的病患。目前紐約

州、加州、華盛頓州已被聯邦政府

依序列為三大重災區。

至於紐約市的確診病例，目

前已逾 1.5萬人，快速攀升中，

死亡人數也已超過 200人。紐約

市長白思豪強調，紐約市已經成

為全美疫情的「震央」，患者人數

占全美確診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市長警告，再過 10天，市內醫

院系統的醫療用品將會出現普遍

短缺，他要求川普總統下令相關

醫療企業緊急生產最缺少的呼吸

機。對此，3M於 3月 23日開始，

向疫情嚴重的紐約和西雅圖送達

50萬個口罩，以解決當地醫療系

統的迫切需求。

電動車及清潔能源公司特拉

斯的創始人馬斯克表示，特拉斯

和 SpaceX的員工正在研發呼吸

機。轉型生產呼吸機對他們並不困

難，因其汽車產品中，包含了精密

的空氣淨化裝置，且 SpaceX生

產的宇宙飛船擁有生命支持系統。

若呼吸機出現短缺，特拉斯願意

加入生產線。目前，紐約和加州都

已與馬斯克取得聯繫，提出訂購

呼吸機的需求。通用汽車和福特

紐約拉警報    全球最大醫療船啟動救援 汽車也宣布，可以轉型生產呼吸

機。通用汽車將與 Ventec Life 

Systems合作。

美國零售業巨頭沃爾瑪宣布，

招聘 15萬人，解決部分就業問

題。新員工除了幫助沃爾瑪滿足迅

速增長的貨運業務外，還將為沃

爾瑪快速實現將停車場的部分路

段，改造為「駕車通過的病毒檢

測場」。因為網絡訂單暴增，亞

馬遜也擴招 10萬名員工，從事倉

儲和快運等業務。

一家位於特拉華州的啤酒廠

家與當地政府合作，將一部分生

產線改為生產消毒洗手液，以供

應當地居民的需求，並維持正常

價格，利潤將用於特拉華州的抗

疫基金。

美國白宮官員於 3月 25日早

間稱，參議院和川普政府官員已

經就一項規模達到 2萬億美元的

經濟刺激法案達成協議，以減輕

疫情對美國經濟所造成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