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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多國單日死亡趨緩  俄加劇

法、意、西單日死亡趨緩

據法廣報導，死亡人數位居全

球前五名的法國、意大利、西班牙

形勢持續緩解中，其中意大利 4月
26日單日內死亡人數為 260人，是

自 3月中旬以來的最低點，當時每

日死亡人數均超過 300人，甚至破

千人。截至 4月 26日，意大利累計

死亡人數 2萬 6644人，累計確診

包括：痊癒和死亡人數，總共 19
萬 7675人。

西班牙 4月 26日單日死亡人

數 288人，也是自 3月 20日以來

的最低紀錄，死亡人數累計 2 萬

3190 人。西班牙當局已於 26 日

同意開放 14歲以下兒童可以在成

年人陪同下戶外散步，這也是 6
週禁足令以來，首次放寬。

法國 4月 26日單日死亡人數

則為 242 人，已呈現大幅下降，

前一天的單日死亡人數為369人。

法國目前死於該病毒的人數累計

達到 2 萬 2856 人，確診累計 12
萬 4575 人，住院人數 2 萬 8217
人，重症護理病房病人繼續減

少，減至 4682 人，比 4 月 25 日

少了 43人。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全歐中共肺炎（又稱武漢肺炎、

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意大

利、西班牙、法國，單日死亡人

數已大幅下降；英國也出現自3月
底以來的最低人數，首相約翰遜

亦重返崗位；但俄羅斯疫情則出

現惡化，甚有近千名官兵確診。

Technologies，日前在首相病危

之際面臨著相當敵意的管理層變

動。該公司原決定允許中國空降 4
名董事進入董事會，讓中國人取

得該公司的控制權，但在英國政

府的干預下，董事會被迫取消。

近千名俄羅斯官兵染疫

至於俄羅斯方面，據當地報

導指出，俄羅斯已經連續 2 週的

每日通報確診病例破千，其增長速

度相當驚人，累計確診數已達 8萬

7147人，而且已經擠進全球 10 大

重疫情國家。目前俄羅斯有 84個

地區皆傳出疫情，而有部分區域對

於來自於莫斯科及聖彼得堡的民

眾，都要求必須隔離 14天。就連

作息嚴謹的軍方也無法避免地傳

出疫情。

俄羅斯國防部向衛星通訊社

表示，自 3月至 4月 26日，俄羅

斯武裝力量進行大規模檢測，其中

874名官兵確診感染該病毒。

普京也因此宣布，俄羅斯將要

延遲 5月 9日的二戰勝利紀念日預

計舉行的慶祝活動，其中包括了在

紅場上進行的大規模閱兵式，也

將被迫取消，甚至這次曾參加過

閱兵演練的數千名士兵，也在閱

兵取消之後立刻被要求隔離。

目前疫情最嚴重的區域是

莫斯科州，其確診人數已累積至

9070人及 71人死亡；而聖彼得堡

也有 3077人確診。另一方面俄國

治安也成為問題，原本克里姆林

宮要求全俄暫停工作至 4月 5日，

但持續延燒的疫情，使得普京不得

不再下令延長至 4月 30日。

俄近千官兵染疫    取消二戰紀念日紅場閱兵    數千演練士兵遭隔離

英相復崗                             
嘗苦果解封緩議

英國首相約翰遜 3月底確診

後，經過近一個月時間，4月 27日
終於重回工作崗位，而此前一日英

國的死亡人數為 413人，也是英國

自 3月底以來最低紀錄。約翰遜在

唐寧街發表演說表示，本次疫情是

二戰以來英國面臨的最大挑戰。

但目前國內疫情的狀況確實出現

進展，加護病房裡的病患減少，

已過了疫情高峰期，現在要開始

扭轉情勢。

英國是歐洲疫情嚴重的國家

之一，目前境內確診人數超過 15
萬人，死亡人數已達 2萬 732人，

死亡人數位居全球第五。但如果

將醫院以外的數千病死人數，如

老人院等統計在內，英國的總死

亡人數將會更高。

之前一度不以為意的約翰遜

在歷經劫難後表明，政府不會過

早下令解封，以免疫情局勢再度

惡化。他說，英國要達到 5 項條

件，包括：確認國家醫療保健服

務可負荷、每日死亡人數持續下

降，才會開始考慮放鬆禁令，進

入第二階段。

他還警告稱，英國目前正處

於「風險最大的時刻」，如果第二

波的疫情爆發，不僅會帶來更多

人的死亡，這還會是一場「經濟

災難」。

高科技企業控制權受關注

據《衛報》報導，由於英國一

個月以來實施封鎖措施，大量經

濟活動停擺，英國今年近乎一半

的消費者支出，將被推遲或完全

喪失，但消費者支出是英國近幾

年來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並稱

英國需要 3 年時間，才能從疫情

的影響中完全恢復。而中國試圖

利用疫情引發的全球危機，奪取

高科技產業的控制權的企圖，目

前正成為英國朝野關注的議題。

英國一家於 2017 年被中國

國有投資基金掌控的私募投資基

金「凱橋」所收購的圖像處理、半

導體芯片技術公司 Imagination 

俄羅斯疫情延燒至軍中，二戰勝利紀念日紅場閱兵被延遲。（DIMITAR DILKOFF/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

導】中共肺炎（又稱武漢肺炎、

新冠肺炎）疫情源頭，雖有諸

多跡象顯示來自武漢 P4 實驗

室，但在北京諸般阻撓下，調

查暫無結論。不過前美國總統

顧問班農日前表示，一位逃離

自該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將於近

日現身說法，屆時將揭穿該研

究所的內幕。

據《自由時報》報導，疫情

從 1月爆發至今，中國政府不僅

無法查出病毒來源，還傳出曾下

令將病毒樣本銷毀；有多國都

要向中國索賠（參閱：向中國求

償國家一覽表），並稱應派國際

專家進中國調查病毒起源與傳播

途徑，遭到中國政府嚴詞拒絕，

中國外交官們宣稱「獨立調查

的要求出自於政治目的」，引

起各國政府與媒體的批評。

前美國總統顧問班農 4 月

24 日在直播節目《戰情室》透

露，有位來自武漢 P4實驗室的

資深研究員，目前已成功從中

國出逃，武漢 P4實驗室是病毒

起源地，該名科學家近日會在

他的直播曝光；班農並稱：「中

國必須知道，你們的實驗室中

有很多人，不管 P2 或是 P4 實

驗室，出來的人都已遍布全世

界，他們都會發聲，因為他們

都知道實驗室的黑幕，你們一

直在說謊。」

研判疫情病毒來自於中共

P4實驗室的權威人士，包括：諾

貝爾獎得主呂克‧蒙塔尼耶（Pr 
Luc Montagnier）與俄羅斯生

物學權威彼得‧舒馬克夫 (Petr 
Chumakov)。

班農：出逃者將現身揭密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

導】嚴峻的疫情形勢，讓全球數

十個國家不得不實施封鎖與禁足

令，而今漸緩的趨勢，讓各國也

準備鬆綁封鎖措施，重新開放備

受疫情衝擊的經濟，即便全球確

診人數正逼近 300 萬大關。不過

專家極度憂心，一旦解除行動限

制令後，會出現另一波疫情高峰。

據法廣報導，西班牙當局 4
月 27日就實施新規定，允許兒童

每天上午 9 時至晚間 9 時踏出家

門 1 次，但離家不能超過 1 公里

遠；意大利當局也在同一天表示，

9月學校將恢復上課，允許部分工

廠企業於 5月 4日重新開放營運；

比利時政府也說，學校與企業 5
月中起將恢復上課與營業。

沙特阿拉伯 4月27日也表示，

將部分解除 24 小時禁足令，允許

商場和零售業者在特定時段開門，

但穆斯林聖城麥加（Mecca）將

維持全天候封鎖。

法國總理菲利普 4月 28日在

法國國民議會提出政府解封計畫：

5 月 11 日起，分階段、有條件，

根據各省實際情形逐漸解封，振

興經濟。議會以 368 票贊成，100
票反對，通過該計畫。不過菲利普

強調，解封過程將是「逐步地、謹

慎地」進行，他警告，解封的前

提是「如果所有條件具備」，而且

確診人數及住院人數繼續下降。

美國喬治亞州則是不顧最高疾

病專家的建議，允許理髮業者、保

齡球館等數千商家恢復營業。雖然

美國總統川普已多次表示，他希望

讓這個全球最大經濟體的企業恢

復營運，但醫療顧問警告不應太早

或太快解封。德國疫情專家也提出

呼籲，要全球關注可能更為嚴峻的

第二波疫情的來臨。

德國總理默克爾的高級顧問

克里斯蒂安．德羅斯滕（Christ-
ian Drosten），也是頂級病毒學

家警告說，第二波疫情感染可能會

失控。

他警告說：「對於最近幾天

我們完全失去領先優勢的情況，

我感到遺憾。我們是世界上少數

幾個感染數量正在減少的國家之

一，人口最多，但報告是最透明

的國家。」他解釋，正因為高度

透明的有利數字，卻反過來助長

了公民的錯誤的安全感。之前德

國 R 值已降至 0.8，這顯示病毒的

傳播速度已大大的減緩。但是，

德羅斯滕說，即使 R 值小於 1，
病毒仍會在「掩護下」繼續傳播。

人們想快速的恢復到原來的生活

中，但不可避免的卻導致病毒快

速繁殖。 4月 20日，德國的 R 值

又再度升至 0.9。
儘管德國當局 4月 20日也稍

事讓步宣布放寬限制，開放少數

商店恢復營運，但部分地區仍處

於封鎖防疫狀態，非必要狀況禁

止外出，並在全國維持社交距離

限制，也因此引發部分民眾不

滿，4 月 25 日不顧禁令聚集在柏

林市中心舉行示威，高喊「還我

原來的生活」，抗議因疫情頒布

的封鎖令影響日常生活。德國警

方公開表示，目前已逮捕超過百

人，警方表示，當局已批准報紙

發放，但並未同意公開示威活動。

準備放鬆封鎖？專家警告第二波疫情或更嚴峻
【看中國訊】美國總統川

普 4月 14日宣布暫停金援世

衛後，4 月 26 日與法國總統

馬克宏通話時，兩人一致同

意，必須對世衛組織進行改

革。同時也都認為，要盡快

召集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 5
個常任理事國會議，共同討論

聯合國對疫情的應對措施。川

普還從多方面將世衛邊緣化，

例如：避免在疫情資料上提及

世衛、改為資助其他涉及公衛

議題的非政府組織、延宕有

關病毒疫情的聯合國安理會

決議案、與聯合友邦質疑世

衛的信譽等。美國共和黨籍

眾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也

公開表示，世界衛生組織早

已淪為「武漢衛生組織」。

美法達成共識    
世衛組織須改革

向中國求償國家一覽表（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索賠國家 擬索賠額 索賠理由

美密蘇里州 數十億美元 檢察總長施米特指控北京疏忽等罪名，致令該州蒙受以高達至少數十億美

元經損，要求北京賠償，推定金額數十億美元。

美密西西比州 尚未提出 檢察總長費奇向聯邦法院控告北京當局與中國共產黨惡意隱瞞疫情、與涉

嫌囤積醫療裝備，並向中國求償，尚未提及金額。

美佛羅里達州 6兆美元 法律事務所近日向北京當局提出集體訴訟，參與人數已逾萬人，總求償金

約6兆美元。

美「自由觀察」

創辦人
20兆美元 前司法部檢察官，保守法律組織「自由觀察」創辦人克萊曼向德州聯邦政

府提集體訴訟，指控北京當局、中國共產黨及武漢病毒研究所違反生物武

器國際條約，求償20兆美元。
英國智庫 6.5兆美元 英國智庫亨利‧傑克遜協會公布報告，稱有證據表明中國直接違反《國際

法》，對英國構成實質損害，認為英國政府應向中索賠6.5兆美元。
意國民間組織 1千億歐元 意大利民團近日發起「向中國政府集體訴訟索賠」連署，預估將逾50萬

人，並計畫求償千億歐元，而該國消費者權益保護協會或跟進。

德國媒體 1490億歐元 德國發行量最大報紙《圖片報》刊文控北京當局在疫情爆發初期未遵守對

世衛組織信息通報義務，隱匿資訊違反《國際法》，並列損失清單，詳錄

求償款項，總金額為1490億歐元。
埃及律師 10兆美元 埃及律師塔拉特向中國駐開羅大使館提起法律訴訟，狀告習近平，要求中

國就疫情對埃及造成的傷害賠償10兆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