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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新冠肺炎確診及死亡個案

均增至全球最多，總統特朗普前日

批准懷俄明州頒佈災難狀態，意味

美國全部50個州份同時進入災難狀態，是史上首次。中西部州份開始有感

染群組浮面，可能成為下一個重災區，當地官員進一步收緊抗疫措施，並

準備臨時停屍間，國防部亦再引用《國防生產法》，增加N95口罩產量。

特朗普重提解封：短時間內決定 某程度靠直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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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數據，
新冠疫情在全球已造成約

180萬人感染，逾11萬人死亡；其
中美國確診個案逾53萬宗，累計
最少2.06萬人死亡，白宮應對疫情
小組協調員比爾斯前日警告，美國
疫情仍未到高峰。

災難狀態可申撥款購物資
紐約州在24日前率先頒佈災難

狀態，其後各州陸續跟隨，懷俄明
州前日亦獲特朗普批准頒佈，全國50州均已
進入災難狀態。除50個州份外，美屬維爾京
群島、北馬里亞納群島、關島、波多黎各等
美國海外屬地亦已頒佈災難狀態，僅剩美屬
薩摩亞未跟隨。
各州及海外屬地進入災難狀態後，聯邦緊

急事務管理署(FEMA)便會允許各地方政府申
請聯邦政府撥款，以助應對新冠肺炎疫情，
緩和各地呼吸機及個人保護裝備短缺的問
題。

中西部疫情惡化 華府再增產N95
隨疫情蔓延全美各地，中西部疫情亦漸趨
嚴峻，印弟安納州一間安老院已有24名院友
死亡；威斯康星州剛於上周二舉行總統初
選，當時有不少選民湧到票站投票，當地衛
生官員憂慮會造成新一波爆發。芝加哥庫克
縣的監獄則有近300名囚犯染疫，2人死亡，

政府已做好準備，設立臨時停屍間，可接收
逾2,000具遺體。密歇根州亦宣佈延長留家
令，並禁止擁有多間物業的居民來往各物
業。
白宮上周五批准引用朝鮮戰爭期間訂立的

《國防生產法》，加強生產醫護物資，國防
部前日亦宣佈引用該法例所賦予的權力，增
加N95口罩產量。美軍將斥資1.33億美元(約
10.3億港元)，在未來90日間增產3,900萬個
N95，並會在未來數日公佈負責生產的承包
商名單。
儘管美國疫情仍然嚴峻，特朗普前日接受

霍士電視台訪問時，卻再重提解封一事，稱
會「在合理短的時間」作出決定，甚至稱在
決策過程中「某程度倚靠直覺」，不過他同
時宣稱，會諮詢各界領袖的意見。

■綜合報道

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日不斷鼓
吹使用抗瘧疾藥物羥氯喹，作
為治療新冠肺炎的藥物，但藥
效備受專家質疑，且可能造成
心臟功能障礙等副作用。法國
政府的藥物監測機構近期發
現，當地至少54名新冠肺炎患
者服藥後出現嚴重心臟問題，
有7人出現心臟驟停，其中4
人死亡。
法國衛生部門上月底批准向
住院的新冠肺炎患者使用羥氯
喹，部分醫生亦向門診病人處
方，目前尚未知全國多少患者
曾服用此藥。尼斯地區的藥物
警戒中心自上月27日起，負責

追蹤全國使用羥氯喹的新冠肺
炎患者，並接報54人出現嚴重
心臟問題。
該中心主任德瑞西指出，當

中大部分個案明顯與服用羥氯
喹有關，稱此藥尚未被證實有
助治療新冠肺炎，卻明顯可引
發心臟病風險，故不值得冒險
使用。他同時表示，患者可在
醫院內得到密切監測，呼籲醫
生只能向住院患者處方羥氯
喹。
法國衛生部門則表示，有關
羥氯喹的臨床試驗，需在數周
後才得知結果。

■綜合報道

美國不少教會計劃在復活節
期間舉行崇拜活動，但地方政
府持續實施隔離措施，以致雙
方出現嚴重分歧，並引發連串
訴訟。肯塔基州最大城市路易
斯維爾的市長費希爾日前下
令，為防疫而禁止宗教聚會，
包括禁制信徒各自駕車停泊同
一處空地的「車上崇拜」。該
市「On Fire教會」入稟法院
挑戰有關決定，法庭前日裁定
教會勝訴。
肯塔基州州長早前下令，若

州內居民參與宗教聚會等大型
活動，便需接受自我隔離14
日，但他按照美國疾控中心指

引，豁免「車上崇拜」。不過
費希爾在路易斯維爾實施禁制
令時，卻涵蓋這種崇拜方式，
認為會對社區安全構成威脅，
引發教會提出法律挑戰。
審理今次訴訟的38歲法官沃

克在判決書中表示，對市長的
決定感到驚訝，形容是完全不
合理及違反憲法。
堪薩斯州民主黨籍州長凱莉

早前亦下達行政命令，禁止10
人以上的宗教聚會，卻被州議
會內由共和黨人控制的小組委
員會推翻決定，凱莉已就此入
稟該州最高法院。

■綜合報道

美國航空母艦「羅斯福」號
的疫情持續擴散，前日新增
103宗確診個案，累計550人受
感染，佔全體約4,800名船員
逾一成。該艦目前在關島停
泊，3,696人已下船到島上美軍
基地及酒店隔離檢疫。
海軍表示，已為「羅斯福」
號上92%船員進行新冠病毒檢
測，當中550人呈陽性，3,673
人呈陰性，其中一名上月底確診
的患者，被送往關島海軍醫院深
切治療部(ICU)。「羅斯福」號

前艦長克羅澤上月30日上書軍
方高層，要求讓艦上人員上岸檢
疫，當時艦上只有3宗病例，其
後每日新增大量個案。
美國海軍現役共有11艘航

母，當中4艘出現疫情，除了
「羅斯福」號外，還有「尼米
茲」號、「里根」號及「卡爾
文森」號，均部署在太平洋地
區。據軍事新聞網站military.
com前日報道，美國國防部共
有146名官兵因染疫入院，1/3
人需入住ICU。 ■綜合報道

紐約州州長科莫和紐約市市
長白思豪再次因防疫政策發生
爭拗，白思豪前日因應市內疫
情嚴重，宣佈當地公立學校關
閉至本學年結束，到9月才復
課。不過科莫其後表明，指有
關決定必須與整個紐約大都會
地區進行協商，強調維持停課
的決定權在他手上。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

據，紐約市死亡人數已增至
5,820 人，紐約州則有超過
8,600人病歿。白思豪在記者會
上形容延長關閉學校的決定艱
難，但強調「這顯然可幫我們
拯救生命。」他又指當局目標
是在9月前讓學校恢復正常運

作，其間學校會維持網上授
課，但畢業生可能要在沒有畢
業禮的情況下離開校園。
科莫稱理解白思豪的立場，

但認為紐約市延長停課的決定
需與其他地區磋商，又指州政
府未有計劃日內推行有關措
施。不過紐約市有家長反映已
收到電郵，獲通知學校本學年
都不會復課。
有法律專家指出，雖然市長

確實有權宣佈學校停課，不過
州長的命令凌駕市長權力。紐
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希爾斯表
示，在州長下達相反或替代的
命令前，市長的命令仍然有
效。 ■法新社/美聯社

紐約自行關校至9月
州長批市長越權

地方政府敗訴
教會准辦「車上崇拜」

「羅斯福」號增103確診
累計逾一成人染疫

法54人服後現心臟問題
特朗普倡瘧疾藥被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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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批准教會舉行法院批准教會舉行「「車上崇拜車上崇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大批軍人已下船到島上美軍基地大批軍人已下船到島上美軍基地
及酒店隔離檢疫及酒店隔離檢疫。。 法新社法新社

■■紐約臨時醫院職員整理物資紐約臨時醫院職員整理物資。。 路透社路透社

■■ 紐約牧師為紐約牧師為
死者祈禱死者祈禱。。

路透社路透社

■■加州警員以布料遮掩口鼻加州警員以布料遮掩口鼻。。 路透社路透社

■■醫護在耳邊詢問病人問題醫護在耳邊詢問病人問題。。 路透社路透社

■■紐約民眾戴上自製的膠盒面罩紐約民眾戴上自製的膠盒面罩。。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