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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市及周邊地區已成為美國新冠
肺炎疫情最嚴重的地區，當中紐約大
約每千人就有一人被感染，比例較美
國其他地方高出近 10 倍，為防疫情從
紐約擴散開去，繼佛羅里達州周一打
響全美「國內封關」第一槍，下令任
何從紐約及新澤西州飛抵佛州的旅客
自我隔離 14 天後，白宮前日亦跟隨，
敦促所有最近到過紐約的人自我隔離
14 天，以免將病毒傳播給其他人。

白宮應對疫情小組第二把交椅比爾斯前日
表示，目前全美確診的新冠肺炎個案

中，有56%來自紐約大都會區，新確診病例的
比例更達到60%，全美死亡病例中亦有 31%來
自區內。對於紐約確診病例快速上升，比爾斯
表示擔心，又以緊靠紐約的長島病例激增為
例，指出這是感染者逃離紐約的結果。比爾斯
呼籲近日曾到紐約的民眾應自我隔離 14 天，
時間從離開紐約起計算。

佛州隔離命令存極大漏洞
小組另一成員、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
究所主任福奇亦說，隨着疫情蔓延，許多人
「逃離」紐約是可以理解的，但提醒這些人為
了自身安全跑去其他地方時，必須很小心，
「要監察自己是否生病，並讓醫生知道，以獲
得檢測……無論他們跑去哪裡，我們都不希望
這會成為全國其他地方疫情的引爆點。」
佛州州長德桑蒂斯周一率先下令，要求所有
從紐約市及鄰近新澤西州飛抵佛州的旅客，必
須自我隔離 14 天，違者可被判監 60 天和罰款
500 美元。不過也有評論認為，德桑蒂斯只是
想將疫情責任推給外來旅客，亦有人質疑佛州
只要求飛機旅客隔離，開車從紐約到佛州的人
卻不用，當中存在極大漏洞。

州長轟華府儀器提供不足
截至前日，紐約州錄得超過2.56萬宗確診，
超過伊朗及法國，當中1.49萬宗來自紐約市。
紐約州州長科莫前日要求華府加緊生產醫療設
備，他批評總統特朗普至今只靠私人企業增產
來填補呼吸機缺口，促請特朗普立即動用《國
防生產法》，強制企業生產呼吸機並提供相應
資助。
科莫又炮轟華府只提供了 400 部呼吸機到紐
約州，「我要 3 萬部呼吸機！你想我為 400 部
呼吸機感激你嗎？你是選擇犧牲 2.6 萬人，因
為你只給了400個呼吸機。」
特朗普之後在電視節目回應科莫的指控，強
調華府已經準備向紐約提供 4,000 部呼吸機，
又聲稱紐約市原本有機會在 2015 年訂購 1.6 萬
部呼吸機，批評科莫錯失先機，但他沒有提出
任何證據。然後當特朗普被質問為何未能擴大
檢測範圍時，他卻說無人可預見疫情。
紐約州疫情雖然嚴重，但科莫連日來上電視
更新疫情，不廢話、有同理心的表現，與特朗
普形成強烈對比，成為紐約以至全美各地安定
人心的力量。有分析甚至將科莫與「911」襲
擊後一度成為美國「國民市長」的前紐約市長
朱利亞尼相比，形容他已成為「國民州長」，
比總統更像總統。
■綜合報道

■ 紐約州州長科莫。

路透社

2020年3月26日（星期四）

佛州下令飛抵者自我隔離 白宮憂紐約過客引爆疫情

■ 紐約皇后區民眾在醫院外排隊等候新冠病毒檢測
紐約皇后區民眾在醫院外排隊等候新冠病毒檢測。
。

■ 德州一輛巴士將
座位間隔防止乘客
密切接觸。

美國海軍首次有艦隻在海上巡航期間，出現
新冠病毒感染個案，海軍前日宣佈，正於菲律
賓海服役的航空母艦「羅斯福」號 3 名水兵確
診，目前已由直升機送院救治，曾接觸他們的
水兵亦正接受隔離。
署理海軍部長莫德利表示，3 名患者出現發
燒、肌肉痠痛等輕微症狀，確診後已立刻從船
上撤離他們，強調事件不影響船艦執勤和戰鬥
力，無意安排「羅斯福」號提前靠港。
「羅斯福」號載有約 5,000 人，1 月從三藩
市前往西太平洋，約 15 天前停靠越南峴港並
上岸，其後曾在南海參與軍事演習。「羅斯
福」號在峴港靠岸時，越南僅錄得 16 宗病
例，未知水兵是否在當地染病，軍方正追查確
診者的蹤跡，以及他們的密切接觸者。
截至前日，美國已有 86 名海軍相關人員染
病，包括 57 名現役軍人，13 名軍眷及 5 名承
包商，其中加州聖迭戈海軍基地早前錄得十多
宗病例。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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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最高致播毒最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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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成為美國疫情「震
央」，雖然當地已經實施
封城措施，但每日仍然新
增大量病例，相信與當地
人口密度遠高於其他美國

城市有關。
以人口密度計，紐約每平方公里約有1.1
萬居民，是全美最多，相反人口密度排第
二的三藩市，每平方公里只有 6,500 多
人。史丹福大學流行病學家古德曼說，在
人口密集地區，人們隨時都在與更多的人
互動，因此也成為病毒傳播最快的地方。
按面積計，紐約雖是美國最大城市，但
第二大城市洛杉磯人口卻只有紐約的一
半，居住環境也相差較遠。加州大學柏克
萊分校傳染病教授賴利說：「這裡(加州)大
家都開車，公共交通系統很糟糕。在紐
約，你們有地鐵、巴士、時代廣場，住在
自己的小單位裡。」
■綜合報道

《紐約郵報》消息指，曼哈頓一間醫院為應付疫情，在門外設置
臨時停屍間。現場照片可見，有兩架寫有「移動指揮中心」的貨
車將建材運抵醫院門外，並交由軍人搭建。
網上圖片

示，韓國目前有 5 種檢測試劑獲批准緊急
使用，每日可檢測兩萬人，認為可以在不
影響韓國防疫的前提下支援美國，隨着 5
種試劑的生產商產量增加，用不完的試劑
亦正出口到其他國家。

傳向韓國請求提供試劑

《外交政策》雜誌報道，國務院第 3 號人
物、國務次卿黑爾已向各政府部門發出指
示，要求匯總可能向美國出售重大醫療物
資及設備的國家清單。華府向駐歐亞大陸
各個大使館發出的電郵亦指，當局採購的
規模將達數以億件計，包括呼吸機、N95口
罩及屍袋等設備，但標明求助對象不包括
俄羅斯。電郵亦鼓勵各外交官申請豁免美
國對外國的出口禁令，防止任何醫療物資
運送過程出現障礙。
儘管美國疫情未見改善，但特朗普仍堅

■ 美國航空母艦「羅斯福」號。

資料圖片

17歲少年疑染疫亡 或美最年輕死者
洛杉磯北部城市蘭開斯特一名 17 歲青年，
懷疑因為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如果證實他確
診，將是美國疫情爆發以來最年輕死者及首宗
未成年死亡個案，洛杉磯縣衛生官員直言，個
案顯示新冠病毒不論年齡、種族及貧富都一視
同仁。
洛杉磯縣衛生部一度指死者是死於新冠肺
炎，但後來改口指死者尚未確診，但他的父親
已經確診，因此死者亦很大機會已受感染，正
等候進一步化驗結果。蘭開斯特市長帕里斯表
示，死者生前沒有潛在健康問題，早前突然患
上呼吸道疾病，經治療後出院，未有接受檢
測，但之後再次病發入院，未待檢測結果便去
世。
■綜合報道

■ 加州市民在疫情下獻血
加州市民在疫情下獻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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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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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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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8,,337

▲2,226

全球新冠疫情概況

美國醫療物資短缺嚴重，總統特朗普雖
然一直在公開場合宣稱不需外國援助，不
過傳媒揭發美國近日私下多番向亞洲及歐
洲的盟友求援，請求對方向美國出售醫療
設備，顯示疫情正扭轉美國傳統外交姿
態，將美國的角色由一貫「提供援助」變
成「索取援助」。

美聯社

曾赴南海軍演
航母3水手確診

特朗普被揭向盟友求醫療設備

特朗普前日與韓國總統文在寅通電話，
討論新冠肺炎疫情。雖然白宮沒有公開對
話詳情，不過青瓦台卻透露，特朗普當時
提出「緊急請求」，希望韓國能向美國供
應檢測試劑盒等醫療設備，文在寅同意在
韓國有餘裕時，向美國出口重要物資，他
亦提醒特朗普有關醫療設備需獲美國食品
及藥物管理局(FDA)批准。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本部長鄭銀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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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開啟國內封關
紐約染病率高企



要聞

西班牙
死亡超中國

意大利
新病例復增

海 外 重 災 區

匯總可出售物資國清單

■ 特朗普在白宮接受採訪。

美聯社

持提前解除封城等防疫措施，他前日受訪
時更表明，希望美國經濟能在復活節(4 月
12 日)前重新啟動，並聲稱即使民眾重新上
班，仍能有效控制病毒傳播。 ■綜合報道

國家或地區

宗數

單日新增宗數

死亡

單日新增死亡

意大利

69,176

▲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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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55,330

▲6,475

804

▲211

西班牙

47,610

▲7,935

3,434

▲738

德國

35,714

▲4,344

181

伊朗

27,017

▲2,206

2,077

▲143

法國

22,637

▲2,488

1,102

▲240

瑞士

10,537

▲1,043

149

▲25

韓國

9,137

▲100

126

▲6

英國

8,317

▲240

434

▲12

荷蘭

6,437

▲859

357

▲80

▲48

*截至香港時間今晨零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