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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警疑藉抗疫  突襲黃店餐廳

3月 31日中午，正值午膳時

段，十多名港警掩至黎智英次子

黎耀恩開設的上環德輔道中茶餐

廳「四季常餐」。據報導，這些

警員聲稱收到投訴指餐桌之間距

離不足 1.5米，隨即禁止店內食

客離開，下令餐廳負責人在門口

拉起封鎖線；更逐一登記食客的

身分證，檢查他們是否有檢疫手

帶等，宣稱擔心有人違反隔離令。

擾攘45分鐘 禁食客離開
當日警員又以拉尺逐一量度

桌子與桌子之間的距離，又稱餐

廳將多張桌子併成一張大桌的做

法違規，需要分開，擾攘近 45分

鐘才讓食客離開。但港警最終沒

有對餐廳開罰單，只是口頭警告

就離去。

餐廳經理鍾小姐指，這是港

警在禁令生效後首次到餐廳調

查，時間也正值餐廳全天最繁忙

的中午，令他們完全做不了生

意，「有的顧客吃完飯都不能走，

要等他們檢查，門口停兩台警

車，外帶都不敢買了。」也有顧客

對警察表示不滿，要求其先消毒

雙手再檢查身分證。

鍾小姐坦言，擔心警察上門

的事件會再次發生，影響生意。

港警的做法引發了餐廳顧客不滿；

《蘋果》報導，林先生質疑警察有

針對餐廳之嫌，「12個警察去檢查

一家 2千呎左右的店舖，是否過

分浪費警力呢？不需要呀！又不

是重犯、打劫。作為普通市民，

我覺得（警察）是交數、沒事找

事、騙加班錢。」周先生則投訴警

察禁止食客離開，浪費了他的時

間，質疑警方並非公平執法。

15分鐘被巡查兩次
新措施生效後，有多家高調

支持反送中運動的「黃店」餐廳，

相繼反映被警察針對。「黃店」龍

門冰室老闆張俊傑 31日接受訪

問時指，連日都有警員都其店執

法。先是星期日有顧客質疑店內

客人人數過半而報警，警員到場

抄下店長身分證；週一再有警員

到其紅磡分店，當時有十多名顧

客在門外等外賣，卻被警方指違

例，要求四人一組地站立，每組

分隔 1.5米距離，又持尺進店量

度桌子距離。張俊傑指，法例法

例賦予警方執法權力，卻任由警

員自行演繹，是錯上加錯。

另一家「黃店」光榮冰室 3月

29日在社交網站上表示，其分店

一日多次遭警員巡查。光榮冰室

老闆 Gary指，其分店沒有違反

任何法例，但警察巡查一次後，

不足 15分鐘又再到餐廳，宣稱收

到市民投訴，並登記餐廳員工身

分證，令員工受驚。

疫情或淪為政府濫權藉口

港府嚴格的禁止聚集措施，

被質疑缺乏科學根據，卻淪為政

府濫權的新工具，引起專業界憂

慮。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

馬仲儀 31日在《立場新聞》撰文

指，過去 9 個月，香港人集會自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導】

中共病毒疫情下，港府在3月27日
宣佈6項管制飲食業的防疫措施，
包括餐廳只能提供一半座位，桌

與桌之間距離要有1.5米，每桌不
能多於4人；餐廳內包括食客都要
配戴口罩，只有進食時除外；進

店前要量體溫等。實施後疑成為

港警針對支持反送中「黃店」的

藉口，有多家黃店遭港警上門執

法，也包括「壹傳媒」創辦人黎

智英兒子開設的餐廳，外界質疑

港府借防疫加劇對民間的濫權打

壓。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

導】香港主權移交大陸 22年，

首次有大陸軍隊駐港軍機在港墜

機。駐港部隊 3月 31日晚透過港

府發稿，指駐軍一架直升機星期

一（30日）下午在大欖郊野公園

一帶執行飛行訓練任務時失事，

未有民居受損或市民受傷，原因

正在調查中。但當局對這次重大

事故隱瞞一日才對外公佈，同時

對機上人員的傷亡情況隻字不提。

31日晚上 8時 00分，港府

代大陸軍隊駐軍發言人韓鈾中校

發布消息：3 月 30 日下午，駐

軍一架直升機在大欖郊野公園一

帶執行飛行訓練任務時失事，目

前，原因正在調查中。

5分鐘後，香港保安局再發稿

指，收到駐軍知會一宗直升機事

故。發言人表示，得悉 3月 30日

下午，駐軍一架直升機在大欖郊

野公園一帶執行飛行訓練任務時

失事。事故並未涉及任何民居受

損或市民受傷。駐軍會根據駐軍

法處理及調查事件，保安局會繼

續與駐軍了解事件。

今次是香港九七年主權移

交、大陸軍隊派駐香港以來，首

次發生軍機墜毀的重大事故。當

局的新聞稿只有短短一百多字，

對於出事直升機上有多少人員、

有沒有軍人傷亡、直升機的損毀

情況等均隻字不提；公佈事故的

時間也比事發遲了整整一天。

《蘋果日報》報導，資料顯

示，駐港部隊配備“直 8”和“直

9”兩款型號直升機。 “直 8”為大

陸自行仿製法國 SA321“超黃

蜂”直升機，用作運輸、醫療、

偵測、防衛等；“直 9”則為引入

法國海豚直升機的生產許可而製

造，主要用於軍事用途。

今年 3月 26日，駐港部隊微

博曾經發布一條演習影片，稱“日

前駐香港部隊組織 2020年度第一

季度海空聯合巡邏，⋯⋯全面檢

驗駐香港部隊履行防務能力。”片

段中顯示有直升機參與，誰料不

出數天就發生墜機事故。

大陸軍隊去年也曾發生空難。 

2019年 10月，一架直升機在湖

南發生故障，飛機撞山崖墜毀，

3名曾參與中共建政 70年閱兵

典禮、在北京上空以直升機砌出

“70”圖案的空軍機師溫偉彬、龔

大川、羅偉死亡。有消息指 ,湖南

空難涉及共軍「突擊香港」。

駐港部隊墜機事件 一天後才通報 

根據中央社與大紀元報導，

近日有眼尖的網友發現，在紐西

蘭總理發布的影片中，有台口罩

機台上的工廠電話電話號碼為

12國訂購「臺灣口罩機」 蔡英文:日產2000萬片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中共肺炎(又稱武漢肺炎)在全球肆
虐，不少國家紛紛稱讚臺灣的防

疫表現。稱讚過臺灣防疫成效不

錯的紐西蘭總理阿爾登（Jacinda 
Ardern）27日更是透過臉書分享
口罩生產的影片，有網友發現，

這一台機器竟是來自臺灣。據國

內業者表示，目前已有超過12個國
家下單購買口罩機。總統蔡英文

30日上午訪視國內不織布大廠時
表示，防疫過後口罩國家隊還是

要維持，持續臺灣優質的生產供

應鏈；口罩產能要挑戰日產兩千

萬片，藉此證明臺灣的團隊能一

直挑戰極限。

香港中小企食店與多名食肆老闆31日召開記者會，控訴港府新防疫措施令餐廳生意急挫達九成。（宇星/看中國）

由的權利被剝奪，政府隨意頒布

如《禁蒙面法》般惡法。警方濫捕

及過量使用武力成風。

馬仲儀會長提醒港人：「大家

必須清楚，此例還有禁止 4人以

上聚會和搜查私人地方的權利，

警方如何以禁止聚集之名肆意搜

查和拘捕，大家可拭目以待。極

權政府一向善於捕捉社會動盪之

時，把一切剝削人民自由的行徑

合理化，大家豈能安心疫情過後

一切事情便會回復過來？」她呼籲

市民時刻保持自律和良好公民質

素，莫讓極權政府以維持社會秩

序為名，隨意加強對個人和社會

的掌控。

新措施下餐廳生意跌九成 
過百家結業

新措施令生意受疫情重創的

餐飲業百上加斤，生意額進一步

下挫。香港中小企食店聯盟與多

名食肆老闆 31日召開記者會。

召集人林瑞華表示，不少中小型

食店面積只有 500至 1000平方

呎，根本難以實施新規定。如今

大部份食肆在新規定下生意大跌

七成，部份火鍋店、酒店等更大

跌九成，甚至要暫停營業。目前

已有至少過百家餐廳結業或暫停

營業，預料疫情持續下，將有五

成食肆面臨結業。

聯盟提出五大訴求，包括要

求林鄭月娥 14天內與中小企會

面、向餐廳提供補償、推出新一

輪援助措施等。林瑞華指出，港

府應參考外國政府做法，至少補

貼食肆租金、人工開支的八成。

「+886」，顯示該機台正是「臺灣

製造」。權和機械董事長蕭鴻彬

在接受《三立新聞》訪問時表示，

各國現在購買口罩的價格高，

因此打算添購設備，自己生產口

罩，「有的客戶說多 1倍、2倍的

錢，只要你提早給我。」

其實，這一家工廠 2月就被

國家隊徵召，並已趕製出 37台製

造機。目前包括紐西蘭、沙烏地

阿拉伯、美國、日本、韓國、菲

律賓等逾 12個國家下單，訂單暴

增了 5倍。蕭鴻彬表示，臺灣對

這一些國家的幫助很大，他也很

開心能夠做國民外交。目前的出

貨期程已經排到了 8月，工廠員

工也很努力地加班幫忙。

網友見狀，紛紛留言大讚，

「一戰成名，幫完國家轉賺外銷。

面子裡子都贏」、「感謝國家隊，

希望訂單多多」、「辛苦了，這是

世界問題不是臺灣問題，能幫都

幫，致敬無名員工英雄」。

提前交貨獲歐日廠商稱贊

其實，先前在口罩國家隊加

緊趕工打造口罩機台產線之後，

最後一條口罩機台產線、新北市

五股區長宏機械廠區的第 2批 15

條口罩機已經提前在 20日中午完

成交貨。臺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

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當天表示，

歐日廠商都表示沒想到臺灣口罩

國家隊居然提前完成任務。

許文憲表示，口罩國家隊在 2

月 5日成軍後，在長宏機械與權

和機械的協助之下，國家隊提前

在 3月 5日完成第一批 60條口罩

機台的組裝製造作業，總共投入

超過 2200人次。在現場協助製造

生產的臺灣瀧澤科技製造一部副

理徐浩東表示，若是 92條口罩生

產線全產能開出，日產能將可達

到 1200萬片至 1300萬片。許文

憲也表示，如果 92條口罩產線發

揮至 8成產能利用率，日產能最

起碼也能達到 900萬片，能夠因

應國內民眾需求。

口罩挑戰日產兩千萬片

總統蔡英文 30日上午在經濟

部長沈榮津，以及桃園市長鄭文

燦的陪同下，前往不織布大廠敏

成股份有限公司訪視，敏成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古思明亦進行簡

報。蔡英文致詞時表示，敏成手

上已有滿滿的口罩訂單，但是還

是以國家為優先，展現出政府跟

民間是緊密的夥伴，在這次的防

疫過程中，口罩國家隊的表現真

是可圈可點，口罩國家隊在防疫

之後還是要維持，繼續臺灣優質

生產的供應鏈。

蔡英文表示，臺灣一直在超

前部署口罩的需求，「口罩產能到

一千萬的時候，我和部長（經濟

部部長沈榮津）都覺得不可思議，

但我們現在要挑戰兩千萬，不只

是能提供口罩，也能夠證明臺灣

的團隊能挑戰極限，這是很重要

的臺灣精神展現。」蔡總統還說，

「國軍和醫療機構未來都會採取國

內生產的政策，政府也會再次檢

討公共部門的需求，讓國家隊能

維持整個公共部門、醫療衛生部

門的需求。」在防疫期結束過後，

政府也會再一次進行全盤檢討，

國家在戰略及民生的需求上，必

須要有一定程度能夠掌握自己生

產能量，這部分都已經在作業中。

有記者提問針對即將到來的

清明節連續假期或將是中共肺炎

疫情高峰期的看法。對此，蔡英

文表示，清明節假期有 4天，能

夠分散掃墓活動。蔡英文提醒，

現在可以線上掃墓，或者請代表

掃墓，時間上也能夠分流，「相信

防疫期間大家有足夠的警覺」。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

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31

日說明臺灣呼吸器整備狀況，

根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醫

療應變組副組長石崇良表示，

每一天都有監測，目前臺灣每

10萬人口有 61台，與英國、

德國、意大利相比，臺灣的呼

吸器充足。

根據《自由時報》與中央

社報導，鑒於感染中共肺炎

(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

COVID-19)的中重症者增多，

各國紛紛添購醫療設備，美國

福特汽車公司 31日表示，將跟

奇異醫療設備公司合作，在未

來 100天之內將於密西根州的

工廠生產出5萬台人工呼吸器，

後續可再依據需求每個月生產 3

萬台呼吸器。

許多國家缺乏防疫物資，

臺灣也備受關注，醫療應變組

副組長石崇良 31日於記者會

說明整備情形；以傳統侵入式

呼吸器而言，氣管插管外接機

器，全台 201 家急救責任醫

院，總共約有 1萬台呼吸器，

再加上非急救責任醫院，總共

1萬 4千台左右，折合人口密

度，全台呼吸器擁有率為每 10

萬人口達 61台；相較於德國平

均 24台、英國 12台、意大利

5台的狀況，臺灣的呼吸器相對

充足．至於能夠緊急調用的呼

吸器，每天都有在監測，大約

都維持在 1300多台，換成重症

率來看，可以提供 1萬至 2萬

個患者使用。另外，針對非侵

入性睡眠型呼吸器，將再找專

家與研究單位商討。

臺呼吸器擁有率多過英德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