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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歲阿曼商人中招 威脅同機乘客 59 人受監察

「新沙士
新沙士」
」攻泰國
泰國衛生

泰國衛生部長昨日表示，
確診老翁是一名商人，

他乘搭飛機時並未出現病
部門昨日證實，一名
徵，但他入院治療心臟
病時，開始出現疲勞
來自中東國家阿曼的 75
及呼吸困難等症
歲老翁，確診感染中東呼吸
狀，經兩次測試
後 證 實 感 染
綜合症(MERS，俗稱「新沙士」)，是泰國首宗
MERS。

確診個案。據稱老翁原本計劃到泰國治療心臟

病，並與家人於 3 天前抵達曼谷，但在醫院接受心
臟治療時，開始出現 MERS 病徵，他正於暖武里

67 海陸空
入境點檢測

當局呼籲民
眾保持冷靜，無
定。當局正密切監察曾與患者接觸的 59 人，
需恐慌，指患者
及他的家人在最初
包括與男子同行的 3 名家人、與他乘坐同
階段已被隔離，強調
一班機的乘客、酒店職員、醫護人
醫療系統已作好準備，
會密切監測有關個案。當
員及兩名的士司機。
局已為約 20 人進行病毒測試，
全部皆呈陰性反應。

地區的醫院特別病房接受隔離治療，目前情況穩

不少中東人士經常前往泰國治病，泰
國疾病控制部門較早前曾表示，當局已
分別在海陸空 67 個入境點設立遊客檢
測，並已通知所有醫院，要對來自韓國
及中東的人士進行徹底檢測。因應韓國
爆 發 MERS 疫 情 ， 泰 國 上 周 五 已 把
MERS 列入危險傳染疾病清單，當地約
有10%前往韓國旅行的民眾取消行程。

越南訓練醫護應對
另外，越南衛生部門設立了熱線電
話，供民眾查詢 MERS 資料。當局並會
對 750 名醫護人員提供 5 個訓練課程，
以確保他們懂得如何應對 MERS 病症。
政府已要求各醫院設立特別病房，供
疑似 MERS 患者入住，防止疫情擴
散 。 越 南 過 去 曾 出 現 10 宗 疑 似
MERS 個案，經測試後，全部證實
呈陰性反應。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泰國《民族報》/越南Tuoi Tre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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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馮富珍：韓疫情
料短期內受控

■陳馮富珍會晤韓外
長尹炳世。
長尹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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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昨日新增 3 宗確診 MERS 個案，確診
人數升至 165 人，另再有 3 人死亡，全是高齡或患有
長期疾病人士，累計 23 人死，致命率升至近 14%。
近日數名患者在 14 天潛伏期後方出現病徵確診，
MERS對策本部相信是出現的症狀不明顯，患者未及
時發現，因此維持 14 天潛伏期標準。世界衛生組織
總幹事陳馮富珍昨日訪韓，讚揚韓國當局的應對疫
情措施，預期疫情將在短時間內受控。
韓媒報道，第 146 及 158 例患者分別在接觸確診
者 14 天及 16 天後才確診，另一名患者更在 17 天
後才確診，其時她已經解除隔離及進行了 4 次測
試，直到第5及6次測試才證實染病。鑑於潛伏
期超出標準，媒體認為因疫情關閉的重災區三
星首爾醫院重開時間亦應延後，但對策本部
堅持不會更改。新羅酒店集團昨日公布，
一名住客本月 5 日至 8 日曾入住濟州分
館，退房一段時間後確診MERS，該酒
店現暫停營業，未知重開日期。
MERS重創韓國零售及旅遊業，
評級機構穆迪指疫情損害韓國消
美國聯
費者信心，打擊經濟復甦，
儲局前日結
對韓國主權評級帶來負面
束議息，一如
影響，韓國目前評級是
市場所料未有宣
第4高的Aa3級。
布加息，主席耶倫
■韓國《中央日
在記者會表示，目前
報 》/韓 聯 社/
情況仍不適合加息，但暗
美聯社
示計劃在年底前啟動加息。

聯儲官員轉趨保守 或慢步加息

聯儲局發表的利率前瞻報告顯
示，17名官員中有15人預期年底前
開始加息，不過認為年內只應加息一次
的官員有所增加，贊成加息兩次的人數則
下降，反映官員對美國經濟後勁缺乏信
心，對加息的態度轉趨保守，意味局方加
息步伐可能較此前預期更慢。
聯儲局在政策聲明中指出，美國經濟活
動在冬季停滯後一直溫和擴張，就業增長
速度開始加快，消費者支出溫和上升，房
地產市場也有改善，但企業固定投資及出
口依然疲軟，通脹仍低於局方目標。
對於何時啟動加息，耶倫說：「這不
是鐵定的保證，但我們期待今年稍後會
是合適時機。」她又認為外界過分關注
首次加息時間。

「希債若談不攏 全球動盪」

聯儲局同時公布新一批預測數據，今
年利率預測中位數維持 0.625 厘，不過把
明年預測從 1.875 厘降至 1.625 厘，後年
則從 3.125 厘降至 2.875 厘，反映官員預
期加息步伐減慢。聯儲局亦把美國今年
經濟增長預測，從此前 2.3%至 2.7%大幅
調降到 1.8%至 2%，失業率預測值亦從
5%至 5.2%調高到 5.2%至 5.3%，但耶倫
解釋這是因為求職人數增加，故實際反
映勞動市場正改善。
BTIG 分析師格林豪斯指出，政策聲明
3 次用上「溫和」字眼，反映局方對經濟
前景猶疑不安，但相信局方仍傾向啟動
加息。
耶倫又提到希債談
判，警告若希臘和國際
債權人無法就救助資金
達成共識，恐令全球經濟
陷入動盪。
■美聯社/路透社/
■耶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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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儲按兵數據造好
美股早段飆156點

聯儲局報告暗示局方可能減慢加息步
伐，加上美國最新通脹及就業數據造
# 好，刺激美股昨日高開。道瓊斯工業平
均指數早段報 18,092 點，升 156 點；標
準普爾 500 指數報 2,111 點，升 11 點；納斯達克綜
合指數報5,119點，升54點。
歐股好淡爭持。英國富時 100 指數中段報 6,682
點，升 2 點；法國 CAC 指數報 4,777 點，跌 13 點；
德國DAX指數報10,977點，跌不足1點。
美國 5 月份消費物價指數上升 0.4%，創兩年來最
高，主要受汽油價格上升帶動。勞工部公布，上周
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減少 1.2 萬人，至 26.7 萬
人。
■彭博通訊社/路透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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