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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首現寨卡內地首現寨卡 患者經港返贛患者經港返贛
在委內瑞拉發病 深圳加強口岸檢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萍 廣西報道）8日
（年初一）凌晨3時25分，廣西河池都安瑤族
自治縣菁盛鄉德福村弄嶺屯發生一宗山體滑坡
事件，6名熟睡的村民不幸遇難。
據了解，山體滑坡下有6間房屋，墜落的山
石將村民藍華京家一棟兩層的水泥房、豬圈等
被巨石衝毀，一家6口人被埋在了廢墟下面。
從山頂垮塌下來大量的巨石，幾乎將一棟房子
掩埋。直到當天中午，山頭不時還有石頭滑
落，發出陣陣響聲，掀起煙塵滾滾。
河池都安縣消防中隊接報後，約在事發後半個

小時就趕到現場展開救援。救援人員遺憾的是，
至當日中午12時25分救援結束，包括藍華京在
內的一家6口人雖然被挖出，但均已不幸遇難。

廣西山體滑坡6人遇難
神 州 快 訊神 州 快 訊

據介紹，目前，該患者仍在贛縣人民醫院接受隔離治療，體溫正
常、皮疹消退，病情已明顯好轉。國家衛計委正積極指導江

西、廣東等省份衛計委按照相關診療方案和防控要求，落實各項防
治措施，嚴防疫情傳播擴散。江西省和贛州市衛生計生部門繼續落
實病例治療、流行病學調查等措施。廣東等省份衛生計生部門正繼
續開展當地疫情監測和防範工作。

出境遊嚴防蚊蟲叮咬
國家衛計委方面表示，將保持與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溝通，
密切關注其他國家或地區疫情情況，並組織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專家，及時研判疫情輸入風險。同時，衛計委將研製檢測試劑，加
強重點地區病例監測和防控。據悉，目前，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已成功研製該病毒的核酸檢測試劑，掌握了寨卡病毒的檢測方法，
正着手對省級疾病預防控制專業人員進行培訓。同時，還將強化疫
情監測和風險評估，加強與外交、商務、質檢、公安、旅遊等部門
合作，並進一步做好疫情防範和應對準備工作。
國家旅遊局也提醒廣大遊客，近期出境旅遊要密切關注世界衛生
組織、外交部和衛生計生委以及旅遊目的國家或地區官方機構發佈
的寨卡病毒防範等信息，掌握相關預防措施，注意做好個人防護，
嚴防蚊蟲叮咬，旅行中或旅行後發現相關症狀，應當立即就醫，在
入境時向口岸檢驗檢疫機構主動申報。

深圳具病毒檢測技術
此外，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昨日發佈消息稱，深圳口岸是全國
最大的陸路旅客入境口岸，春節期間經深圳口岸出入境人數增加，
而寨卡病毒感染者症狀不明顯，存在經口岸輸入的風險。當前，深
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已具備寨卡病毒實驗室檢測技術，按照質檢總
局發佈的《關於防止寨卡病毒感染疫情傳入我國的公告》加強口岸
查驗，重點加強對來自病毒流行區人員、交通工具、行李、集裝箱
等的檢疫監測，運用口岸智慧檢疫系統嚴密監測全球疫情，在口岸
全面開展傳播蚊媒的監測，面向出境旅客加強健康教育。
據悉，寨卡病毒病是通過伊蚊叮咬傳播的一種病毒性疾病，其症
狀主要為發燒、皮疹、結膜炎、肌肉或關節疼痛和疲憊，並且可能
與新生兒小頭畸形症存在潛在關聯，成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
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中國內地確

診首例輸入性寨卡病毒感染病例。據國家衛生和計劃生

育委員會9日通報，患者為34歲男性，廣東東莞某公司

員工，於1月28日在委內瑞拉出現發熱、頭暈及頭痛症

狀，2月2日從委內瑞拉回國，途經香港、深圳，抵達

江西省贛州市贛縣，6日在贛縣人民醫院接受隔離治

療。國家衛計委已向世衛組織及香港特區等通報情況。

另外，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昨日表示，已具備寨卡病

毒實驗室檢測技術，同時將加強口岸查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中
國內地確診首宗外地傳入寨卡病毒
感染病例，患者經香港返回內地，
正在江西留醫。本港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高永文指出，由於患者曾過境
香港，當局正與內地有關單位聯
繫，希望取得更多資料，包括其
所乘航班等，進一步釐清其過關
時情況。他又指，由於寨卡病毒
直接人傳人的途徑主要通過血液
和性接觸，經評估後認為是次傳
播病毒風險相對較低。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於前日深夜

接獲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通報
內地首宗外地傳入寨卡病毒感染個
案。該名患者於3日抵港，在機場逗
留至翌日，於機場乘船轉往深圳，之
後在贛州入院接受隔離治療。
高永文昨日與傳媒會面時指出，

根據現有資料，該名患者在本港屬
過境性質。當局正與內地有關單位
聯繫，希望取得更多詳細資料，包
括其所乘航班，以進一步釐清其過
關情況。
他說，預防寨卡病毒，最重要方

法是蚊的防控措施。他呼籲市民，
千萬要注意在家中控制蚊患，並表

示雖然已加強港口監察和滅蚊工作，但不能
單靠港口的防禦措施，因80%受寨卡病毒感
染人士均沒有病徵。
另外，衛生署一直與旅遊業界緊密聯繫，

特別是營辦旅行團到寨卡病毒受影響地區的
旅行社，以及接待團友到受影響地區的領隊
及導遊，尤其是孕婦，定期更新疾病資訊和
健康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海
軍第二十一批護航編隊柳州艦、三亞艦，
當地時間9日代表中國海軍圓滿完成參閱
印度第二屆國際海上閱艦式後，在維沙卡
帕特南外海與多國海軍艦艇舉行了聯合過
航演練。
此次演練，有印度「維拉特」號航母、
「加爾各答」號驅逐艦等17艘艦艇，以及
來自中國、美國、英國等8國的10艘艦艇
參加。
上午7時許，演練正式開始，中國海軍
艦艇與多國海軍艦艇依次起錨，各自奔赴
預定海域。12時許，在「維拉特」號航母
的指揮下，各參演國艦艇按照相同的航
向、航速，分成4列橫隊，列陣大洋。

中印海軍加深互信
各參演艦艇統一懸掛戰鬥旗組，在「維拉特」號
的引領下，交錯排列。隨後，各外方參演艦艇進行了
縱隊、橫隊等隊形的變換演練，並以美國「安提坦」
號導彈巡洋艦為前導艦，組成國際艦艇編隊，與印度
艦艇編隊相會，舉行分航儀式。

17時許，演練結束，中國海軍艦艇編隊駛離印度
海域。
中國海軍代表團團長俞滿江說，通過此次參加印
度國際海上閱艦式，進一步加深了中印兩國海軍相互
間的認識與了解，促進了交流和互信。同時，在這個
多國海軍相互學習、同台競技的平台中，中國海軍官
兵通過完美的表現，贏得了外界普遍讚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北
京報道）對於寨卡病毒是否會擴散
的問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組
織專家研判認為，寨卡病毒屬於蚊
媒傳播疾病，主要是通過伊蚊叮咬

傳染，目前尚無疫苗和特異性抗病毒藥物，中國
內地存在病例輸入風險。但內地正處於冬春季，
蚊媒密度較低，即使出現輸入病例，疫情傳播擴
散的可能性也很低。

疾控專家還表示，今次通報的病患所居住的江
西省不屬於伊蚊主要分佈地區，當地正值冬末春

初，尚未發現蚊媒活動。而該患者途徑的廣東省
近期氣溫較低，尚未進入伊蚊活躍期。因此，此
次輸入病例引發傳播並進一步擴散的風險極低。

孕婦應避免遊疫區
專家還提示，內地存在病例輸入風險。公眾如

近期到寨卡病毒疫情發生國家和地區旅行，要注
意做好個人防護，重點人群如孕婦及計劃懷孕的
女性尤其避免前往。一旦出現發熱、皮疹、肌肉
關節疼痛等症狀，應及時就診，並主動告知醫務
人員相關旅行史。

據悉，寨卡病毒是通過蚊媒傳播的一種自
限性急性疾病。帶病毒的伊蚊叮咬是寨卡病
毒病最主要的傳播途徑，傳播媒介主要為埃
及伊蚊，白紋伊蚊、非洲伊蚊和黃頭伊蚊。
根據監測，中國埃及伊蚊主要分佈於海南
省、廣東雷州半島以及雲南省的西雙版納
州、德宏州、臨滄市等地區；白紋伊蚊則廣
泛分佈於中國河北、山西、陝西以南的廣大
區域。發病季節與當地的媒介伊蚊季節消長
有關，疫情高峰多出現在夏秋季。在熱帶和
亞熱帶地區，寨卡病毒一年四季均可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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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不少中國人相信，在猴年
出生的孩子能討到「聰明機智自信快樂」的好綵頭。同時，
生育政策的調整，全面放開二孩的中國有望在農曆猴年迎來
一波生育高峰。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很多人傾向於在吉祥的年份生孩

子，如龍年、馬年、猴年等。特別是在北方，生肖的偏好更
強烈。」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說，有些
近期打算生育的人，為了避開羊年紛紛推遲到猴年生育。

二孩政策效果漸顯現
除了影響到很多中國人生活和決定的傳統思想外，生育政

策的調整也為猴年迎來嬰兒潮提供了土壤。去年年末在北京
召開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中國決定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
育兩個孩子的政策。
不少中國夫妻生育的願望隨着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實施在

慢慢得到提升。「起初還在猶豫，後來周邊的朋友開始生育
第二個孩子，我們也開始動心了。」上海一位從事金融行業

的70後父親告訴記者。

到2020年1700萬人出生
瑞士信貸銀行去年10月預計，政策的變動將意味着每年

多出生300萬到600萬個嬰兒。國家衛計委也曾公開表示，
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啟動實施後，中國短期內出生人口將明顯
增加，生育水平會有所回升，到2020年左右約有1,700萬人
出生。
在中國不少三線城市都出現了婦產醫院、月子中心床位緊

張的現象。在距離上海100公里的浙江嘉興，很多婦產醫院
提醒孕婦，今年上半年床位緊張，需要盡快預訂床位。
有市場人士預測，更高的出生率或將令包括奶粉、尿布和

護膚品在內的嬰兒用品銷售額大幅增加，相關企業會從「嬰
兒潮」中獲益。阿里巴巴集團此前發佈的《中國年貨大數據
報告》顯示，今年母嬰用品佔中國人年貨購買中的比重不斷
上升，奶粉等進口母嬰產品成為中國人主要購買的三大「洋
年貨」之一。

內地猴年有望迎內地猴年有望迎「「嬰兒潮嬰兒潮」」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媒報道，一名中國商人在澳
洲政府議會大廈贈予多名自由黨議員總值25萬澳元
（約138萬港元）的名貴手錶，手錶竟被後者誤以
為是假貨。
據澳媒日前披露，前總理阿博特與其黨員於2013年
獲中國商人贈名錶，阿博特等人以為手錶都是假貨。
議員麥克法蘭表示，自己在議會大廈收到手錶，

沒想到其價值4萬澳元（約22萬港元）。事情發生
於2013年6月，當時自由黨作為反對黨，時任反對
黨領袖阿博特和其下議員羅伯特，麥克法蘭等稱，
與中國商人Li Ruipeng在議會大廈一起吃晚餐。
「晚餐結束後，他從塑料袋裡拿出了那些手
錶。」麥克法蘭說。麥克法蘭拿了一隻，羅伯特和
阿博特各拿了兩隻。「手錶用塑料袋裝着，所以我
們以為不過是假貨。我的是勞力士，手錶還有很多
其他牌子。」麥克法蘭說自己在網上搜了一下假勞
力士錶，看到約值300澳元至500澳元（約1,660至
2,774港元），於是上報，因為議員收禮價值300澳
元以上必須上報。
2014年9月大選前，麥克法蘭在西澳珀斯參與選

舉活動，碰到西澳議員Ian Goodenough。後者也有
一隻勞力士。「他說『這手錶不錯』，我說謝謝，
假貨而已。然後他看了下，覺得是真的。」麥克法
蘭說。麥克法蘭後來將手錶帶到悉尼鑒定，才發現
其價值4萬澳元，最後全部人決定把手錶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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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多國艦艇聯合過航演練

小啟：因版面調動關係，人民政
協及地方視窗今天暫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海南「慰安
婦」受害者、黎族阿婆黃珍妹2月7日在家中
逝世，享年104歲。昨日，家人為老人出殯。
黃珍妹阿婆家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大保

村。黃阿婆育有一女，生前老人和女兒黃月
美居住在一起。老人是「慰安婦」受害者，
身體狀況一直欠佳。
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特約調查

員、多年在海南保亭做「慰安婦」調查的志
願者陳厚志不定期過來看望黃珍妹老人。陳
厚志介紹，1940年3月中旬，28歲的黃珍妹
與其他女子被日本兵抓去充當性奴隸，在日
軍的慰安所中遭受折磨近一年時間。之後，
她逃離魔窟與親人團聚。
陳厚志說，老人由於年事已高，她的身體

每況愈下，腿部、腰部、頭部也經常發病，
在大多數時間裡，她很少外出走動。
「當年遭受日軍侵害的『慰安婦』大多病
痛纏身，晚境凄涼。」陳厚志言語中難掩悲
痛之情，「目前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和陵
水黎族自治縣，還剩下不到10位『慰安婦』
事件受害倖存者。」

104歲「慰安婦」受害者去世

■■上海小寶寶在猴年爭先上海小寶寶在猴年爭先
「「報到報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國海軍官兵在演練中與多國海軍艦艇分航。 中新社

■■內地發現首例輸入性寨卡病毒感染病例內地發現首例輸入性寨卡病毒感染病例。。
這是收治病人的贛縣人民醫院這是收治病人的贛縣人民醫院。。 新華社新華社

■■新生兒小頭畸形症可能與寨新生兒小頭畸形症可能與寨
卡病毒有關聯卡病毒有關聯。。 路透社路透社■■顯微鏡下的寨卡病毒樣本顯微鏡下的寨卡病毒樣本。。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