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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香港時間今晨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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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德塞前日召開發佈會，指出全球由錄
得首宗確診個案，到增至10萬宗花

了67天，從10萬宗增至20萬宗花了11
天，從20萬宗增至30萬宗則僅花4天，
「可見病毒何其猖獗」。而截至香港時間
昨晚，全球確診個案已達40萬，由30萬宗
升至40萬宗只用了3天。

意單日新增連續兩日減少
目前疫情重災區繼續位於歐洲，法新社
數字顯示，歐洲各國合共感染宗數已逾20
萬，佔全球逾半，其中西班牙昨日單日新
症達6,584宗，是新個案最多的國家。不
過意大利的新增確診個案連續兩日減少，
為疫情露出一絲曙光，北部重災區倫巴第
的衛生官員亦在電視鏡頭前，展示近期難
得的笑容。
美國的感染宗數近日則大幅飆升，昨日病

例增至逾4.6萬宗，僅次中國和意大利，當
中以紐約最重災，單是紐約市已有逾1.3萬
人染病。
歐美疫情近日亦回流至亞太地區，多地

均錄得大量從外地傳入的個案，例如新加
坡單在過去3日，已錄得150宗新病例，當
中119宗屬外地傳入，大部分來自英國和
美國。
譚德塞指出，各項減慢病毒傳播的措
施，可能加劇基本防護裝備及原料短缺，
造成意想不到的後果，故應從全球層面作
政治協調，他本周稍後將與二十國集團
(G20)領導人對話，促請各國增產防護裝

備，並取消出口禁令。

促各國合作增產防護裝備
譚德塞呼籲各國不要被統計數字嚇倒，

不要做任憑擺佈的旁觀者，而是要採取積
極及具針對性的行動，包括檢驗每宗懷疑
個案、隔離和治療所有感染人士、追蹤和
隔離每名密切接觸者。譚德塞形容，目前
團結是最重要，各國應作出承諾，協助國
際社會全力應對大流行。
在全球疫症蔓延的同時，也門、敘利亞

等多地繼續受戰火摧殘，聯國秘書長古特
雷斯強調，病毒是人類共同敵人，形容戰
爭愚昧，且戰區醫療系統極為脆弱，呼籲
全球一同停火應對疫情。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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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全球感染

人數連日來呈現「指數

式」爆發，病例在短短一

周內由不足20萬，到昨日突破40萬。世界衛生組織昨日表示，

美國和歐洲已經佔了全球隔夜新增個案85%之多，其中美國新增

個案升幅不斷擴大，有機會取代歐洲成為全球大流行的新震央。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警告，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正在加速，呼籲全

球各地政府互相協調，改變大流行的發展趨勢。

西班牙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擴大，當
地近日有軍人到老人院協助消毒時，赫然發
現多名長者的屍體，懷疑他們染病後遭人遺
棄而死亡。西班牙國防部指出，不少老人院
職員得知院內長者染疫後都缺勤，令長者未
獲適當照顧，警告將依法嚴懲違規人士。
截至昨日，西班牙錄得逾3.9萬宗確診個
案，2,696人不治，67%死者均為80歲以
上。在首都馬德里，估計多達兩成老人院
已爆發疫情，其中一間老人院的25名死者
中，多人不曾被送院。另外，阿爾科伊和
蒙特埃莫索亦有老人院分別錄得17宗和20
宗死亡病例。
西班牙防長羅夫萊斯表示，軍方在老人

院清潔時，不止一次發現部分長者完全沒
人照顧，「有些人更在床上死去」。她表

示已把事件轉介警方進一步調查，強調大
部分老人院仍然盡力照顧長者，政府有決
心確保長者獲得適當待遇。

死後告知家屬草草下葬
貝爾納多的84歲父親卡西米羅上周在馬

德里一間老人院逝世，他透露父親本月初
感到輕微不適，老人院本月7日起禁止他探
望父親，只每晚致電親屬，講述卡西米羅
的狀況。然而卡西米羅病情突然惡化，醫
院直至老人家病逝後，才在凌晨致電貝爾
納多告知噩耗，翌日更在未通知家屬下草
草安排葬禮。貝爾納多批評，老人院的做
法令家人都無法看見父親最後一面。
西班牙多間老人院被揭發任由疏忽照顧

患病長者後，在重視敬老觀念的當地社會

引發不滿，政府迅速宣佈額外撥款3億歐元
(約25億港元)，協助老人院增聘社工和看
護。不過卡西米羅另一名兒子胡安認為，
政府的行動已經太遲。

馬德里溜冰場改停屍間
重災區馬德里，死亡人數已達1,263人，
導致墳場和殯儀館超出負荷。馬德里市政
府宣佈，徵用東北部Ice Palace商場的溜冰
場Palacio de Hielo作臨時停屍間，屍體在
當地時間昨日陸續運抵。
市政府發言人稱，溜冰場的溫度長期保

持攝氏零度，可防止死者屍體腐爛，是理
想的安放遺體選址，「醫院和火葬場已不
堪重負，我們別無選擇，這是必要的措
施。」 ■綜合報道

老人院職員走甩 西長者橫屍床榻

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前線醫護更早已失
守，截至前日當地有多達4,824名醫護人員確
診，佔全國病例總數7.5%，更已經先後有24名
醫生不幸殉職。醫護人員形容真實感到恐懼，精
力亦已到極限。

醫生指「用玩具槍打仗」
在最先爆發疫情的倫巴第大區，一間名為

Oglio Po醫院的90名醫生中，多達25人確診，將
護士、技術人員及其他員工計算在內的話，全院
約1/5人員均已確診。Oglio Po醫生保盧奇本來
已退休，因應疫情復工，他形容一眾醫護人員的
精力已到極限，更缺乏有效的資源，特別是人手
不足，因為醫護人員亦開始病倒。
倫巴第東北部的貝加莫省亦有22%家庭醫生患

病或需要隔離，當地家庭醫生協會的主席馬里諾
尼指出，確診醫生更易將病毒傳染更多人，形容

有如「用玩具槍打仗」。
貝加莫的一間醫院的醫生馬尼奧內提到，部分

確診醫生病情嚴重至需入住深切治療部，坦言新
冠病毒不會放過任何人，形容「我們真實感到恐
懼」。當地醫療基金會GIMBE指出，醫護人員
擔心，實際染病的醫護人手遠較確診數字高，要
求衛生部門盡快把病毒檢測範圍，擴大至所有醫
護人員，並為前線醫護提供全套防護裝備。

意局長：60萬人恐已中招
意大利因當地醫療體系無法應付大量患者，不

少情況較輕的人士並未接受病毒測試，甚至在確
診前已死亡。負責統計感染數據的民防保護局警
告，意大利實際感染人數可能大幅低估九成，若
屬實便表示意國可能已有60多萬人染病。
倫巴第大區的貝加莫市是意大利疫情重災區，

當地12萬人口中，6,400多人證實染病。貝加莫
市市長戈里表示，市政府分析貝加莫12個地區的
死亡個案，發現只有1/4死者是在醫院病逝，意
味每4名死者中，有3人確診前已在住所死亡，且
該些死亡個案並不納入確診數據。
戈里解釋稱，由於當地醫療資源不足，若患者
的呼吸道症狀不嚴重，醫生只會要求他們在寓所
接受隔離，沒機會進行病毒測試，但不少人病情
最終惡化死亡。
意大利健康高級委員會主席洛卡特里證實，戈

里描述的情況存在，正追查具體數據，又透露貝
加莫的殯葬機構每小時均接獲約10個電話。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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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爆發續加速
美或變「新震央」

意醫近五千染疫
坦言恐懼感力竭

印度總理莫迪昨日宣佈
從下周二午夜起，全國封鎖
21日，禁止所有民眾離開家
裡。這令到全球受封城及宵禁
等抗疫措施影響的人口數量，達
到26億。

出國確診自付醫費
新加坡與香港一樣，近日都出現

本地與輸入確診個案急增的情況，
當地衛生部宣佈從周四午夜起，關
閉所有酒吧及娛樂場所，包括夜
總會、戲院、劇院及卡拉OK
等，除辦公室及學校以外，禁
止包括紅白二事在內的所有
超過10人聚會。為進一步
阻嚇民眾外遊，當局更
規定從周五起不理
勸告出國的人

士，回國後14天內一旦確診感染新
冠病毒，需要自行支付全數醫藥
費，不能申領保險亦不會獲得政府
補貼。
新加坡至今未要求學校停課，但

衛生部昨日下令所有補習社及課外
活動中心暫停營業，以減少學生跨
校接觸。商場和博物館雖可繼續營
業，但需確保每16平方米的空間內
不可有超過一人。原定於後日重開
的全國清真寺，亦要延長關閉直至
另行通知。

泰國明起緊急狀態
泰國則宣佈從明日起實施緊急

狀態，當局將設置可收容過千人
的大型隔離設施，在馬路設置檢
查關卡，以加強落實早前宣佈的
封城措施。 ■綜合報道

印度鎖國21天
星關酒吧戲院

■■新冠疫情全球感染人數連日急增新冠疫情全球感染人數連日急增，，病例病例
接近接近4040萬萬。。圖為法國醫護人員將確診新冠圖為法國醫護人員將確診新冠
肺炎的病人緊急送上直升機肺炎的病人緊急送上直升機。。 法新社法新社

■譚德塞籲各地協調抗疫。
法新社

■意大利米蘭醫護接收救治新冠病例。 美聯社

■美國紐約市民在醫院外排隊等候檢測。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