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人前往泰國旅行必須「過三

關」。有航空公司在網站公佈，出

發往泰國的旅客除了要出示健康證

明外，還需要購買保額不少於10萬

美元（即約78萬港元）的健康保險，途經泰國轉機而不入境泰國的乘客除

外。泰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昨日在其社交媒體專頁發公告補充，從中國（包

括港澳）入境的旅客，抵泰後需接受強制或自我隔離14天。不過，醫管局

呼籲市民，不要前往公立醫院急症室領取健康證明，因為該局無能力或空

間照顧沒有患病的市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泰航和國泰航空昨日分別在其網站表
示，遵照泰國民航局的通告，因應泰

國衛生部將韓國、中國（包括港澳地區）、
意大利、伊朗定為新冠肺炎疫情高風險地
區，所有從上述地區前往泰國的乘客，須出
示無新冠肺炎感染風險的醫學健康證明，而
有關證明需在航班出發前兩天內發出，以及
要投保保障額超過10萬美元的醫療保險。

入境須自我隔離14天
乘客必須填寫T8表格，並在抵達泰國目
的地機場時，向國際傳染病防辦公室的疾病
控制官員出示該表格，同時旅客到達泰國境
內後，需要自我隔離14天，若訪泰日數少
於14天，則需接受醫學監測。
泰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昨日發公告補充，

從中國（包括港澳）入境的旅客，若出現病

徵須接受強制隔離；沒有病徵的旅客則接受
自我隔離不少於14天，以及所有旅客須出
示沒有感染新冠肺炎的健康證明。

陳健波：出發前先了解保單
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健波昨日表示，除非

購買「平安保險」，即只承保航程的保險，
否則大部分旅遊保險都是「綜合旅遊保
險」，承保範圍包括意外、醫療等，「保費
唔貴，約為200元至300元，50萬元、100萬
元保費唔係差好遠。」
他建議旅客在出發前，向泰國及航空公司

了解保單的詳細和要求。
不過，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獻昨日在

電台節目呼籲，市民不要前往公立醫院急症
室申領健康證明，並強調急症室只處理急
病，絕無能力或空間照顧沒有患病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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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證明 T8表格

■有航空公司在網站公佈，出發往泰國的旅客除了要出示健康證明外，還
需要購買保額不少於10萬美元的健康保險。圖為泰國旅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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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泰「過三關」：醫保健證隔離
保險起碼78萬元 醫局籲勿湧往公院領證明

病癒肺功能減 恐難做回以前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泰國昨
日新增11人確診新冠肺炎，當地衛生官
員指，患者全部是泰國人，同屬一個涉
及15人聚會感染群組，當地衛生官員聲
稱病毒源頭是一名香港遊客，其間聚會
者共用酒杯及吸食同一支煙。對此，香
港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回應指，本港未有

確診患者曾經到過泰國，中心已向泰國
當局要求索取更多個案資料。

同吸一支煙 共用一酒杯
泰國《曼谷郵報》引述衛生部官員指，

今次是當地至今最大宗群組感染個案，11
名患者都是泰國人，年齡介乎20多歲至

30多歲。部分人上月21日與一名來自香
港的遊客見面，4日後他們出現發燒、頭
痛及咳嗽等徵狀。即使身體不適，這班人
27日及29日先後兩次約其他朋友，其中
一次喝酒消遣有15人出席，其間他們曾
經共用酒杯，並吸食同一支煙，各人及後
相繼不適，上周三分別到多間醫院求診。
當中4名沒有共用酒杯及吸煙的人，病毒
測試結果呈陰性，其餘的人都確診。

報道指，這名港人已經離境回港，但未
有透露其身份資料，並聲稱他是病毒的源
頭，而當地的一名患者已康復出院。據當
地媒體報道，該名港人當時有出現病徵，
但不知道他有沒有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香港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

君昨日回應事件時指出，本港未有確診
患者曾經到過泰國，已向泰國當局了解
詳情，並要求提供相關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病毒
全球肆虐，香港先後有旅行團團友外遊受
感染，續有旅行社要取消到外國疫情嚴重
國家的旅行團，其中康泰旅行社便決定取
消3月份美國及歐洲、埃及等多個旅行
團；星晨旅遊亦同樣取消歐洲及埃及團。
另外，旅遊業議會昨日則開會商討外遊團
安排，針對一些未有外遊警示的地區，初
步考慮建立通報機制，以統一宣佈哪些路
線會取消。
康泰旅行社昨日宣佈，鑑於新冠肺炎在
歐美多國蔓延，經評估形勢後決定取消3
月份的美國、英國、西歐、東歐、北歐，
西葡及埃及的旅行團，而4月1日或以後
出發的旅行團則有待再作安排；另外，星
晨旅遊亦決定，取消3月12日至31日出
發的全線歐洲及埃及旅行團。康泰及星晨
旅遊均表示，受影響顧客同樣可選擇轉
團、保留團費6個月或扣除手續費後退
團。永安旅遊及縱橫遊則早在前日便相繼
宣佈，決定取消本月多個歐遊團。
香港特區政府目前已向11個國家或地

區發出紅色外遊警示，旅議會出外旅遊委
員會昨午亦與多間旅行社負責人開會，而
目前各旅行社因應外遊警示自行宣佈取消
有關外遊團，至於未有旅遊警示地點的出
團安排，則有待商討。

業界擬無旅警地區統一通報
出席會議的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透

露，業界擬就沒有外遊警示地區的安排建
立統一的通報機制，以向公眾發放訊息，
但昨日的會議仍未達共識，旅議會會繼續
收集業界意見。

另外，新華旅遊總經理蘇子楊昨晨在電台節目上則
表示，業界日前已開會商討經營對策，預計本月中起
會主動公佈停辦一些高風險地區的旅行團，未必等政
府發出旅遊警示。不過，他指政府未有發出外遊警示
的目的地， 即使旅行社不想出團，亦難向供應商爭
取合理賠償，令業界處於兩難之地。
他又說，早前埃及團的確診領隊曾有發燒，目前情

況穩定。根據要求，近期領隊帶團返港後要停工14
天，故該領隊發病後未有到過公司，但停工期間曾見
過部分同事並一起吃飯，公司已將情況通報衛生署，
有關同事已全部隔離。該團曾遊尼羅河，在船上逗留
3天，據領隊所述，當時船上還有其他外國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院管理局
昨日指出，本港約11%新冠肺炎確診者曾
入住深切治療部，比率與世界其他地區相
若，而現已有逾70名患者康復出院，但瑪
嘉烈醫院傳染病中心分析首批十多名出院
的病人，發現部分人肺功能已受損，肺部
有纖維化現象，因此康復後仍需要進行肺
功能測試及多做肺部擴張運動。
瑪嘉烈醫院深切治療部門主管蘇栩頎昨

日在一個講座上指，本港約有11%確診者

曾入住深切治療部。須深切治療的病人若
可自行呼吸，醫院會提供氧氣治療；但有
患者未能自行呼吸，需要插喉及使用呼吸
機。由於病情可在一至兩個小時內急劇惡
化，其間需密切監察以防肺部受損，情況
最嚴重的患者，肺功能所剩無幾，需要使
用「人工肺」（ECMO）進行體外換氣。
不過，疫情爆發至今，本港尚未有病人要
用「人工肺」。
瑪嘉烈醫院傳染病中心分析首批十多名

出院的病人資料，發現部分痊癒病人肺部
仍有纖維化現象。蘇栩頎說，病人肺炎痊
癒後肺部可能留有疤痕組織或出現纖維化
現象，令肺功能受損，康復者中有兩三人
反映生活受影響，如疾走就會氣促、未能
如常做運動等，有人甚至不能做回此前的
工作，建議病人康復後仍要進行肺功能測
試及多做肺部擴張運動。
另外，醫管局早前公佈，新藥瑞德西韋
臨床試驗將在瑪嘉烈醫院、瑪麗醫院及威

爾斯親王醫院展開。醫管局臨床傳染病治
療專責小組主席曾德賢透露，藥物已送到
醫院，參與試驗的病人需為含氧量94%的
中度病人，分3組進行，分別為使用瑞德西
韋5天、10天，或沿用現時醫管局處方3種
抗病毒藥物（干擾素、利巴韋林及蛋白酶
抑制劑）治療。
對於此前有病毒抗體的病人再驗出樣本

呈陽性，曾德賢解釋，一般染病兩周後病
人體內會有抗體，而現有病毒測試僅是檢
測病毒是否存在，驗出陽性樣本可能是免
疫系統殺滅病毒後遺留的「屍體」，人體
需較長時間才能完全將「病毒屍體」排出
體外。

■左起：曾德賢、蘇栩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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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稱港客是病源 港：無確診者曾赴泰

美國宣佈對歐洲實施「封關」一個
月，加上世衛宣佈新冠肺炎已「全球
大流行」，觸發美股三大指數昨晚再
次暴跌，道指早段一度跌逾9%，一星
期內第二次觸發熔斷。股市是經濟晴
雨表，美股連番暴挫，引發環球金融
風暴和經濟危機的風險越來越大。在
「地球村」時代，無論抗疫還是應對
經濟危機，沒有一個國家可獨善其
身，全球各國都要攜手合作，才能挽
救危機。香港更要作最壞打算、最充
分準備，尤其要通過加強內地合作增
強 抗 逆 力 ， 應 對 將 到 的 「 狂 風 暴
雨」。

新冠肺炎疫情在歐美迅速蔓延、沙
特和俄羅斯開打「油價戰」、美國宣
佈禁止歐洲旅客入境，給全球經濟和
金融市場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投資
者深陷恐慌情緒，先行拋售股票自
保，導致美股在過去十多個交易日下
跌逾兩成，正式進入熊市。分析人士
指，市場對特朗普的救市措施失望，
加上全球大範圍停工、停市，正常的
商貿活動中斷，投資者擔心全球經濟
衰退，市場氣氛更趨悲觀。

雖然美聯儲已經先行減息半厘，很
大機會在本月第二次減息，但當前全
球經濟面對的難題是疫情蔓延，供應
鏈隨時中斷，需求萎縮，這些情況並
不會因為減息「放水」而改善。尤其
是投資者目睹意大利全面「封城」停
市、停業，擔心美國一旦疫情失控會
步其後塵。在此情況下，「放水」並

不能阻止企業盈利暴跌的局面，更沒
有投資機會可言。股市通常領先實體
經濟半年，美股史無前例在一周內連
續兩次觸發熔斷，不僅是對金融市場
失去信心的表現，更是經濟衰退的預
兆。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一旦
美國股市崩盤，經濟急速下滑，全球
各國亦必受牽累。

美股崩盤與疫情有關，美國沒有為
防疫做好準備，反而諉過中國。事實
證明，全球一體化，無論是防疫還是
經貿問題，環環相扣，奉行單邊主
義、本國利益至上，不僅行不通，更
是害了自己。在目前疫情、經濟危機
的雙重威脅下，最需要的是各國攜手
合作，一方面盡快控制疫情，爭取早
日恢復正常經貿人員往來，讓環球產
業鏈正常運作。美國更應停止針對中
國的貿易戰、科技戰，回到合則兩利
的正確軌道，這首先是拯救美國自
己，同時也挽救全球。2008 年全球合
作，成功對抗從美國而起的金融海
嘯，美國不應忘記歷史的啟示。

香港作為一個細小的外向型經濟
體，在環球金融大動盪下，遭到衝擊
在所難免。特區政府此時既要進一步
做好防疫工作，更要為即將到來的金
融風暴和經濟危機未雨綢繆，金融管
理部門要先行加強風險管控，保障本
港市場平穩，若內地和本港的疫情持續
穩定，特區政府應積極考慮逐步放寬兩
地往來限制，有序恢復兩地正常經貿往
來，為本港經濟復甦注入動力。

港須做足準備防範全球金融危機
美國國務院發表人權報告，無端指責香港有重大

人權問題。美國以「國際人權法官」自居，對香港
問題說三道四，企圖對香港實施「長臂管轄」，完
全是對國際關係準則的踐踏；報告中有關香港打壓
人權的指控完全罔顧事實、顛倒是非，包庇美化暴
力，是對法治標準的公然蔑視。香港警察執法專業
文明，相比之下美國警察對付示威者的武力程度更
高，更顯該份人權報告雙重標準，虛偽之極。

人權報告聚焦去年本港的修例風波，羅列一大堆
警方濫用暴力、特區政府剝奪市民政治權利的罪
名，包括「831事件」，指警方毆打市民；所謂新屋
嶺有拘留人士被警員虐待和性侵犯；還以黃之鋒被
DQ，質疑港人政治參與權受到限制。這些指控都是
扭曲事實，建基於本港泛暴派的一面之辭。「831事
件」被捕的所謂市民，其實是施暴後臨時易裝的暴
徒，他們以暴力對抗警方執法，如果換了美國警察
來處理，不知該份人權報告還會不會冠以「毆打市
民」的指控；至於新屋嶺警方「虐待、性侵」的指
控，根本是泛暴派捏造的謠言，至今無任何真憑實
據；黃之鋒長期鼓吹、煽動與「港獨」無異的「本
土自決」，違憲違法，被DQ合法合情合理，與打
壓政治權利扯不上任何關係。報告以這些指控香港
政府和警方，根本是扭曲事實、偏聽偏信。

早前，包括陳智思在內4名行政會議成員，應邀
到美國出席交流會，反映香港過去半年的真實情
況；警務處副處長郭蔭庶日前於日內瓦出席第43屆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並發言，反擊針對本港警隊的失
實言論，這些聲音美國政府都充耳不聞；修例風波
中暴徒堵路、放火、打人、燒人等罪行鐵證如山，
警方在執法過程中受到大肆攻擊，數以千計警員受
襲受傷。對於這些事實，報告或輕描淡寫或隻字不
提，只能說明該份人權報告立場先行，混淆是非，
目的只為「泛暴派」撐腰打氣。

香港曾是世界最安全城市之一，回歸以來，在基
本法的保障下，港人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權利與自
由，香港的世界自由指數與法治排名均名列全球前
茅，更高於美國。過去大半年，有暴徒以「爭取自
由民主」為名挾持香港，破壞法治和社會秩序，無
辜市民成為暴力的犧牲品，本港警方責無旁貸肩負
起止暴制亂、保護市民的責任。警察拘捕犯法者天
經地義，沒有人可凌駕法律，這是任何法治社會的
基本準則。美國有何理由對本港警方正當執法指手
畫腳？難道美國認同暴徒打着「民主自由」的旗
號，就可用暴力凌駕法律？

其實，美國警察執法的粗暴強硬，長期備受爭
議。密歇根大學、拉特格斯大學及華盛頓大學的共
同合作研究發現，警暴是美國25歲至29歲青年的
第六大死因，當中以黑人男性及少數族裔風險最
高。美國發生多次大規模示威抗議，警方鎮壓從不
手軟。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當時紐約警局
從8個城市調來數百名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及鏟車
進行強制清場，不少示威者被打得頭破血流。但美
國政府從不指責本國警方「濫暴」，有無辜黑人被
白人警察「鎖喉」致死，美國當局也不起訴。說美
國雙重標準，是有充分的事實根據的。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去年一次記者會上，就有
關香港警察「濫暴」的問題曾連發四問：「美國的
這幾個議員是否還記得，美國警方是如何處置2011
年『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你們也可以想一想，如
果當前香港極端暴力違法事件發生在美國，美國的
警方又會如何處理？你們黑白顛倒，是非不分，避
而不談無法無天的暴力行為的嚴重危害性，卻對香
港警隊的專業堅守、高度克制以及依法捍衛法治和
秩序的正義之舉橫加非難，你們居心何在？你們要
借香港達到什麼目的？」華春瑩的質問，仍可作為
如今對美國人權報告的有力回應。

人權報告顛倒是非雙重標準長臂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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