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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更嚴格限聚 商業區如死城

日本東京都的新冠肺炎病例迅速增加，
為讓醫療機構能專注治療重症患者，東京
都政府陸續將輕症及無症狀患者，從醫院
轉往酒店。

需待房內自取便當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東京都政府從

昨日下午起，陸續將住院輕症患者及無症狀

患者，轉往東京都內商借的酒店，其中位於
東京都中央區的商務旅館「東橫INN 東京
站新大橋前」，率先對媒體公開，這棟旅館
樓高12層，4樓以上的客房都被作為患者的
住房，總計可供約100人入住。
客房內的陳設跟往常沒有不同，被安排入
住的患者基本上都被要求待在房內，用餐時可
自行到一樓大堂取用便當，走廊上貼有「請在
房內度過，希望配合不要外出走動」的紙張，
前來支援的自衛隊員與東京都政府職員，正在
一樓大堂進行相關配置。
東京都政府表示，未來患者所在的酒店

內，都會有東京都政府職員及護理師進駐，24
小時提供相關服務，日間也會有醫生常駐，每
天為患者進行健康觀測及體溫量測。
目前預計每名患者會停留約一周，費用全

由政府負擔。東京都政府傳染病對策擔當課長
岡本香織稱，先在這間酒店確立相關做法後，
再擴大到其他酒店實施，希望能打造一個讓重
症患者接受良好醫療照護的體制。■綜合報道

▲東京一間東橫INN酒店提供給患者的客房。
法新社▲▲自衛隊官兵將物資搬進酒店自衛隊官兵將物資搬進酒店。。 法新社法新社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多地政府均實施
停課，影響全球逾9成學生，英國倫敦大學
學院前日發表一項研究指出，參考過往爆發
的傳染病例子後，認為停課對防範新冠肺炎
疫情的作用有限，專家建議政府需權衡停課
的效益及帶來的社會代價，考慮在首波疫情
過後盡早復課。
帶領研究的倫敦大學學院兒童健康學院

專家瓦伊納指出，從16項有關過往傳染病
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如果病毒傳染力低且對
兒童有較大威脅，停課可發揮最大效用，但
新冠病毒的特質剛好相反，故停課可遏制新
冠肺炎的理據「非常薄弱」。研究亦提及
2003年同樣由冠狀病毒引發的「沙士」，

稱當年中國內地、香港及新加坡實施停課
後，仍未能控制疫情。

籲校方安排固定課室
瓦伊納表示，倘若停課持續，將影響學
童精神健康及家庭的財政支出，重要行業的
員工亦要留家照顧子女。他認為，為減少復
課後爆發疫情的風險，校方應關閉校內遊樂
場、安排學生在固定課堂小組及課室學習，
以及安排學生在不同時間上學及小息。
英國政府抗疫顧問、倫敦帝國學院教授

弗格森表示，雖然停課對遏止新冠肺炎疫情
的作用有限，若與保持社交距離措施同時實
行，則有助切斷傳播鏈。 ■綜合報道

新加坡政府昨日起實施為期一
個月的封城措施，要求國民留在
家中，大部分非必要商店及工作
場所關閉，昔日熱鬧擠擁的中心
商業區變得冷清，學生亦需自今
日起停課。一名保安從業員形容
所有群眾均已消失，「這儼如一
座死城，所有人都感到害怕，留
在家中。」

飯店減少烹製食材
新加坡早前雖然無意參考疫情嚴
重的國家，採取更嚴格封鎖措施，
但本地確診個案持續上升，截至昨
日已錄得1,375宗確診，令政府亦

不得不改變立場。在限制措施生效
首日，地鐵乘客寥寥可數，部分熟
食中心和食肆仍然營業，但只提供
外賣。一名雲吞麵檔老闆表示，如
果堂食的話，顧客及食肆負責人均
會被罰款，故店方已烹製較少食
材，減少浪費。
雖然銀行仍然營業，但業界已減

少在分行工作的員工數目。一名銀
行職員表示，人們數周前開始在家
工作，人流早遠低於過往高峰期，
但街上行人昨日更進一步減少，疏
落情況前所未見，「即使你閉着眼
四處行走，仍要一段時間才會碰到
其他人」。 ■綜合報道

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前日表示，丹麥近
期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措施得當，政府將從本
月15日起，逐步及可控地解禁管制措施，日
間託兒中心和小學將於當天首先重開。

續禁10人以上集會
弗雷澤里克森在記者會上表示，丹麥近

期各項數據顯示疫情平穩可控，若國民繼續
遵守防疫規定，政府將於本月15日起解禁
部分機構，包括日間託兒中心和小學。她強
調上述機構重新開放前必須採取措施，確保
兒童之間保持合理距離，中學生將繼續居家
學習直至5月10日，今年高中入學考試將會
取消，以前一年成績作為入學參考。

弗雷澤里克森同時宣佈，繼續禁止10人
以上集會，關閉邊境、商場、圖書館、電影
院和餐館等直至5月10日。並暫停足球賽、
音樂會等大型活動至8月。她強調緩緩開始
放寬限制措施，是適當和合理的做法，但前
提是人們需保持社交距離及勤洗手，指出國
民未來數月的生活仍會面對許多限制，假如
未來一周疫情數據惡化，當局將取消初步復
工復課的計劃。
根據丹麥國家血清研究所前日公佈的數

據，丹麥累計4,681宗確診和187宗死亡病
例。該研究所執行副所長默爾巴克亦認為，
只要民眾繼續遵守政府規定，初步復工復課
將是合理決定。 ■綜合報道

研究：停課遏疫有限 社會代價大

丹麥疫情可控 小學月中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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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緊急不封城
東京居民逃郊區逃郊區

東京輕症轉酒店 費用政府承擔

日本政府為遏止新冠肺炎疫情
蔓延，昨日公佈「緊急事態宣
言」，但疫情不算輕微的名古屋
不在實施範圍內，引發網民熱
議，批評政府「又跳過名古
屋」。

愛知縣死亡僅次東京
「緊急事態宣言」以東京都、

大阪府、千葉縣、神奈川縣、埼
玉縣、兵庫縣及福岡縣等7都府
縣為實施對象。截至昨日上午，
在日本47個都道府縣中，東京都
錄得1,116宗確診病例，屬全國
最多，其次為大阪府、千葉縣、
神奈川縣。然而名古屋所在的愛
知縣已累計239宗確診，居全國
第5，較被納入「緊急事態宣
言」的兵庫縣、埼玉縣及福岡縣
更多，而且愛知縣內共有21宗死
亡病例，僅次於東京都。
「緊急事態宣言」實施範圍並

未包括愛知縣，在日本社交網站
上引發熱議，「跳過名古屋」甚
至一度成為熱搜關鍵字，有網民
表示，「明明這裡病例這麼多，
這麼做沒問題嗎？」顯現出民眾
的不安。還有網民說，在本州3
大都市圈中，許多活動都在東京
都和大阪府舉辦，名古屋備受忽
視，沒想到連「緊急事態宣言」
也跳過名古屋，稱「名古屋不屬
於都市嗎？」 ■綜合報道

名
古
屋
疫
不
輕

被
繞
過
惹
爭
議

■日本東京大阪等7個地區今日凌晨進入「緊急事態」。圖為疫情下東京市民戴口罩出行。
美聯社

■ 安倍勸喻公眾盡量不要外
出，但強調不會封城。 美聯社

法國不少民眾無視保持社交距離的
指引，集體外出運動，巴黎市政府昨
日決定收緊封鎖措施，禁止市民在日
間外出散步。
法國政府自上月17日起實施嚴格
的封城措施，規定民眾只能在必要情
況下外出，包括在住所1公里範圍內
散步或跑步，封城措施昨日進入第四
周。警方已向違規人士罰款，不過部
分人仍然未有遵守，加上巴黎在周末

天氣晴朗，不少市民相約外出散步或
跑步，形成人群聚集，最終令當局收
緊限制，由今日起民眾在早上10時
至晚上7時，不得外出做運動。
法國衛生部長韋朗前日表示，當地一

日內錄得833宗新增死亡病例，為單日
新高，累計8,911人不治，強調距離疫
情完結尚有漫漫長路，呼籲群眾留在家
中和遵守隔離令。

■法新社

巴黎市民不自律 市政府禁止散步

■新加坡昔日熱鬧擠擁的中心商業區變得冷清。
法新社

■■巴黎不少民眾仍相約巴黎不少民眾仍相約
外出運動外出運動。。 路透社路透社

如無牙老虎效用成疑 出城避疫恐全國播毒

昨日日本國內新增244宗新冠
肺炎確診個案，累計達4,322

宗。確診過千的東京昨日再新增80
宗個案，雖然已經連續第二日下
降，但由於大部分個案感染源頭不
明，顯示疫情完全未能受控。其他
地區的病例亦每日持續上升，第二
位的大阪府有428宗，千葉、神奈
川及兵庫縣等亦有200餘宗。
安倍昨日傍晚召開對策本會議
後，指出政府認為新冠肺炎重症
患者比例相當高，民眾生命及健
康受威脅，同時源頭不明病例急
增、醫療系統受壓，故根據3月
完成修例的《新型流感對策特別
措施法》，頒佈「緊急事態宣
言」，在東京都、大阪府、千葉
縣、神奈川縣等 7個都府縣實
施，即日起生效至5月6日，亦即
日本5月1日黃金周長假期之後。

望減低八成相互接觸
安倍表示，期望未來一個月可
以盡量減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最
少七八成，否則將無法如期解除
緊急狀態，勸喻公眾盡量不要外
出，不過同時強調並非如外國般
封城，交通工具等盡量如常營
運。他同時公佈其他疫控措施，
包括改建奧運設施、徵用酒店房
供輕症患者使用；另外稱日本經
濟面臨「戰後最大危機」，會推
出達108萬億日圓(約7.68萬億港

元)刺激經濟措施。
不過與歐美國家相比，日本的

緊急狀態只是「無牙老虎」，中
央政府無權直接命令地方政府採
取相應措施，地方政府亦只能
「籲請」居民如非必要不應外
出，若民眾不遵守亦沒有罰則，
當局亦只能勸喻學校、託兒所、
戲院等公共場所關閉。

籲7地企業准居家辦公
至於工作場所，安倍呼籲7地

企業除必要行業外，「原則上」
容許員工在家工作，若無論如何
都需要員工回公司上班，則盡可
能採用輪班等措施，確保上班人
數減少最低7成。
鐵路、郵政、電力等公共機
關，則需依從首相或知事的「綜
合協調」，不過官員無權下令停
運；超市、藥房等出售必需品的
商戶亦會繼續營業。
在緊急狀態生效前，「#東京

脫出」成為日本網民的熱門話
題，很多東京居民擔心都內疫情
惡化，打算回鄉暫避。據厚生勞
動省數據顯示，首都圈以外已出
現數宗從東京傳入病例，如秋田
縣便有從東京回老家的中學生傳
染一家三口。政府新冠病毒專家
小組成員岡部信彥直指，逃離東
京只會令病毒傳播全國，呼籲民
眾忍耐不便。 ■綜合報道

日本的新冠肺

炎 疫 情 持 續 惡

化，累計國內確

診昨日增至超過4,300宗，首相安倍晉三猶豫不決多日

後，昨日終於對東京、大阪及福岡等7個都府縣，頒佈

「緊急事態宣言」（見地圖），今日凌晨生效，促請

民眾盡量保持社交距離，不過「日式」緊急狀態基本

只具勸喻性質，無法強制「封城」，效用受到質疑。

大批東京居民事前趁機逃到郊區，專家憂慮會引爆新

一波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