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黎非飲用水現病毒 用於洗街灌溉

美國總統特朗普多番宣稱世界衛生

組織「偏袒」中國，未有在疫情初期

及時通報，企圖將自身抗疫不力的責

任推卸到世衛身上。不過《華盛頓郵報》前日揭發，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

心(CDC)多年來都有派員到日內瓦的世衛總部，由特朗普任命的高級衛生官

員，更一直就疫情問題與世衛最高層交換意見，反映特朗普的指控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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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中心每日上報華府 曾與組織最高層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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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供水系統被驗出病毒巴黎供水系統被驗出病毒。。圖為工人清潔圖為工人清潔
羅浮宮地面羅浮宮地面。。 法新社法新社

報道指出，疾控中心向來都有派員到世衛
架構內的諮詢小組，例如世衛1月下旬成

立的緊急委員會，成員包括美國疾控中心全球
遷移及檢疫隔離部主任塞特龍，該委員會當時
就是否將新冠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
衛生事件」，向世衛提供意見。世衛2月向中
國派出的專家小組中，亦有兩名美籍專家。

秘密設施密斟 部長列席
據報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美國疾控中心
的官員就開始追蹤疫情發展，並就事態與世衛
專家諮詢。疾控中心下屬機構「全球疾病檢測
應變中心」主任阿瑟領導的小組，更每日總結
疫情發展，並就緊急程度進行分類，再向華府
官員匯報。有疾控中心官員透露，阿瑟曾參與
中心的每日事故管理電話會議，討論從世衛取

得的資訊，疾控中心與衛生及公共服務部之間
亦存在通訊鏈，透過報告及電話會議等形式傳
遞訊息。
消息人士亦透露，疾控中心在亞特蘭大總
部設有秘密設施，讓疾控中心人員與華府官員
分享有關疫情蔓延的敏感資料，有關世衛的計
劃及未來宣佈事項經常是會議討論的焦點。消
息人士指出，在美國抗疫初期，衛生部長阿扎
已在出席會議的官員當中。

3度提名委員 過不了參院
報道亦指出，目前美國在世衛執行委員會
有一個任期到2021年屆滿的3年期委員席
位，但特朗普在2018年底、2019年初及上月
先後3度提名助理衛生部長出任這個職位，都
未獲參議院確認。
報道刊登後，美國衛生部發言人奧克利向
《華盛頓郵報》承認，連同疾控中心16名職
員在內，1月時共有17名衛生部職員被派遣到
世衛工作，處理的事務範圍包括新冠肺炎及伊
波拉疫情。不過奧克利強調這批職員並非「決
策者」，只是負責向世衛提供技術支援，「他
們並不能改變我們從世衛領導層得到的訊
息。」

■綜合報道

美國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前日
突破4萬人，是全球死亡人數最
多的國家，而且數據從3萬增至4
萬僅用短短4日，顯示當地疫情
仍然嚴峻。
美國多個由共和黨州長領導的

州份，近日相繼放寬封城或居家
令措施，不過並非所有地方的官
員皆這麼樂觀。紐約市長白思豪
昨日表示，由於欠缺試劑進行更
大範圍病毒測試，或者要再過多
數星期甚至數月才能重啟經濟，
他強調如果過早放寬社交距離措
施，將會令病毒再次肆虐，更不

點名地向總統特朗普放話，「你
要記着疫情還未過去，即使你假
裝一切已完結，最終也會自食其
果，令疫情變得更惡劣。」
特朗普前日則再次動用《國防

生產法》，強制企業提高檢測試
劑生產，預料每月產量可因此提
升2,000萬支。副總統彭斯說，
目前已有足夠試劑分給全國，允
許各州在所有條件齊全之下，進
入第一階段解封。不過其中一間
接獲命令的廠商表示，短時間內
難以即時提高產量，起碼也需要
幾個星期時間。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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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入侵巴黎供水系統！巴黎市
政府前日公佈，市內4個非食水水辦驗出微
量新冠病毒，已全面停止非食水供水系統運
作，洗街等用水將暫時以食水替代。巴黎市
政府強調，市內食水沒受污染，市民可照常
飲用，會評估事件對居民健康的影響。
巴黎供水系統在19世紀建成，今次發現
病毒的非食水供水源自塞納河和烏爾克運
河，全市水管長度約1,800公里，與食水供
水網絡分開。這些用水只經過簡單過濾，
主要用作灌溉市內公園、清潔街道，以及
作為人工湖和噴水池用水。巴黎市內公園
已因居家令關閉。
水務局早前抽取27個水辦化驗後，於其中

4個樣本發現少量新冠病毒，其後隨即關閉
非食水供水系統。水務局專家羅班表示，樣
本中的新冠病毒含量非常低，但未能確定是
否具傳染力。巴黎聖安托萬醫院傳染病學家
拉孔布則稱，新冠病毒需進入人體後才能複
製，相信人類透過該些水源感染病毒的機會
甚低。

小心塞納河魚類
此前有研究顯示，新冠病毒可在未經氯

氣消毒的水中，生存長達兩天。水務局實
驗室主任穆蘭承認，事件反映塞納河和烏
爾克運河的水源存在新冠病毒，儘管沒證
據顯示河中的魚類和其他動物可能受感

染，他仍呼籲公眾提高警覺。
穆蘭又重申，巴黎食水來自地下水、水
塘和濾水廠，食水進入自來水供水系統
前，會經過徹底消毒，當局亦有每天進行
水質測試，故公眾無需過慮。

法下月逐步解封：生活難回正常
法國整體疫情持續趨緩，總理菲利普前
日宣佈疫情已經受控，醫療物資供應亦不
再緊張，社交距離措施將於下月11日解
除，但他警告今後日常生活將不似過往，
需逐漸改變生活方式與病毒共存，直至疫
苗研發成功。法國至今確診已超過15萬
宗，近2萬人不治。 ■綜合報道

美國多地護老院爆發疫情，
紐約布魯克林區的「卵石山健
康中心」至今已有55宗死亡
個案，但由於試劑不足，很多
死者其實並未接受檢測，只是
推斷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一
名院友兒子形容，護老院情況
惡劣，儼如「受到圍攻」。
全美有超過8,000宗死亡個

案來自護老院，1/3集中在紐
約州。在有360個床位的「卵
石山健康中心」，已經有超過
100名職員請病假，佔整體1/
3，仍然留守崗位的職員因缺
乏保護衣等個人防護裝備，需
使用垃圾袋頂替。職員塔奇曼
表示，護老院每日有不少醫護
人員及職員進出，卻未做好防
疫措施，不足以篩查當中的無
症狀患者。他指出，雖然外界
經常強調疫情下長者需要特別
保護，但護老院防護裝備、職
員及試劑均不足，一切淪為空
談。 ■綜合報道

俄羅斯昨日新增4,268宗確診，累計超過
4.7萬宗，總統普京昨日在衛生和流行病情況
視頻會議上表示，俄羅斯整體上完成了應對
新冠疫情第一階段的任務，但疫情高峰尚未
到來。
普京說，雖然預防措施可能減緩一些地區

的感染情況，但病毒還在俄羅斯繼續蔓延，
而且情況十分複雜。傳染病專家預測疫情的
高峰即將到來，俄羅斯將採取一切措施來應
對疫情平台期的巨大挑戰。
俄羅斯全國各地早前已因應疫情實施封城

措施，觸發搶購潮，民眾除了搶購廁紙等日

常用品外，亦大舉囤積現金。俄羅斯央行資
料顯示，自3月以來當地人從銀行或提款機
提出約1萬億盧布(約1,042億港元)現金，總
額比去年全年更多。有銀行分析員說，民眾
擔心在封城期間提不到款，所以趕往囤積現
金，理由和囤糧一樣。 ■綜合報道

二十國集團(G20)成員國衛生部長前日舉行視
像會議，但美國不滿聯合公報內容包含支持世衛
協調抗疫工作的字眼，最終令公報胎死腹中，改
為以一份簡短聲明代替，當中僅稱全球各國之間
的抗疫方式存在差距。
會議由沙特阿拉伯主持，美方代表原本為衛生

部長阿扎，但特朗普不希望他出席，改派副部長
哈根。不少與會者提出世衛在抗疫方面扮演的關
鍵角色，同時稱讚世衛提供有用指引，並認為美
方雖然要求調查世衛處理疫情的方式，但應留待
疫情受控後展開。
會議原本草擬的聯合公報有52個段落，除了

呼籲各國展開多邊合作，以防止日後再爆發疫情
外，亦提及進一步支持世衛協調抗疫工作，包括
保護前線醫護，以及運送檢測工具等醫療物資。
不過，哈根表明不會認同這份聯合公報，並提議
改為以一份簡短聲明代替。新的聲明只有6段
長，未有提及世衛，但指出各國處理疫情時存在
系統性的弱點。 ■綜合報道

普京：疫情高峰未到 俄人搶廁紙囤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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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拒撐世衛
G20聯合公報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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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手持測試劑所用的棉花棒特朗普手持測試劑所用的棉花棒。。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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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中心被指在亞特蘭大總部設有秘密設施疾控中心被指在亞特蘭大總部設有秘密設施。。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疫情肆虐下疫情肆虐下，，美國不少美國不少
商店關門大吉商店關門大吉。。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