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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加

州早前經

驗屍後發

現，當地

早於2月6日已出現新冠肺炎死亡案例，較原有記

錄早近3周，該患者更沒有外遊記錄，顯示美國國

內一早已有社區傳播鏈。多個州份近日決定重新檢

查遠至去年11月的死亡個案，包括進行病毒測

試，以重整病毒進入美國、繼而爆發的時間表，希

望找出過往未記錄在案的死亡病例。

美早現社區傳播鏈美早現社區傳播鏈
複檢複檢1111月死亡案月死亡案

加州婦2月6日病逝無外遊 爆發時間勢推前

美31州解封
病歿數8月初料飆至13.5萬
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健康數據及評估
中心(IHME)前日發表報告指，由於全
國有31個州份下周一放寬社交限制，
將增加病毒傳播風險，預計截至8月1
日的新冠肺炎總死亡人數可能升至約
13.5萬人，相較在上月中旬估計的數字
增加一倍。IHME的估算模型過往為白
宮和州政府廣泛採用。

月內每日恐20萬確診
美國目前錄得逾121萬宗確診和逾7萬
宗死亡病例。IHME預計在防疫措施解
除後，截至8月1日的疫歿人數將升至約

13.5萬人，較上月估計增加逾6.2萬人，
而新澤西州和紐約州同期的死亡人數，
亦較上月的預測分別多出8,700多人和
7,800多人。
另據《華盛頓郵報》取得華府一份

草擬報告指，美國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和
死亡人數估計將自下周四起急升，預計
在6月1日前，每日分別新增20萬名患
者和3,000人不治。創立相關估算模型
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流行病學副教授萊
斯勒表示，現時尚未完成預測，不知傳
媒如何取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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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人數死亡人數
253253,,21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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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宗數全球宗數
33,,676676,,971971
▲▲7272,,831831

國家或地區 宗數 死亡

美國 1,216,307 (21,873) 70,401 (1,393)

西班牙 250,561 (2,260) 25,613 (185)

意大利 213,013 (1,075) 29,315 (236)

英國 194,990 (4,406) 29,427 (693)

法國 169,462 (537) 25,201 (301)

德國 166,199 (533) 6,993 (127)

俄羅斯 155,370 (10,102) 1,451 (95)

土耳其 127,659 (1,614) 3,461 (64)

巴西 108,620 (6,794) 7,367 (316)

伊朗 99,970 (1,323) 6,340 (63)

()括號內為新增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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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原本已知最早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是兩名來自西雅
圖、在2月26日病逝的患者。加州聖克拉拉縣其後在4

月下旬公佈，一名57歲女性2月6日在家中心臟病發後死亡，
衛生官員發現她的其中一個死因，是感染新冠肺炎，她沒有其
他病史，死前亦沒有近期外遊記錄，意味是在社區內感染。
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正進行研究，目標是找出美國國內的
隱形患者病例，首席調查員梅莫利指出，在已知的首宗新冠肺
炎死亡病例之前，很可能存在其他死亡案例，並解釋中國最早
在去年秋季已傳出疫情，當時有不少人從中國返美。

紐約料二月中逾3500中招
東北大學物理學家韋斯皮尼亞尼亦正領導研究，整理美國與

中國、歐洲之間的人員流動模式，以推算美國的實際確診人
數，估計紐約市在2月15日，已有約266至3,578名患者。韋
斯皮尼亞尼解釋，聖克拉拉縣的個案，是證明疫情在1月初已
存在的確切證據。
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諾伊州庫克縣，是其中一個準備重新檢查

過往死亡個案的地方政府。由於心臟病發及肺炎均屬感染新冠
病毒的病徵，官員計劃複檢截至去年11月死因與這兩項要素
有關的死者，發現有可疑便會進一步調查，包括為保留的組織
樣本進行病毒檢測。
華盛頓州金縣是美國最先出現疫情的地區，縣內的西雅圖在

1月底錄得現時所知的全美首宗確診，患者是一名從中國返美
的男性，不過科學家懷疑在州政府2月29日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前數周，病毒已在社區內傳播。當地衛生官員正為10多名在1
月至2月中死亡的人進行病毒檢測，以檢查是否有遺漏的新冠
肺炎死亡病例，至今共檢測3名死者，結果均呈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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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瑞典推早首宗確診
世衛籲各地查去年底病例

美國今年1月21日公佈當地首宗新冠肺炎確
診個案，但新澤西州貝爾維爾市市長梅勒姆日
前表示，他早在去年11月已感染新冠肺炎，
較華盛頓州公佈首宗美國病例足足早兩個月。
梅勒姆憶述自己去年11月前往大西洋城參
加新州市鎮聯盟會議，同月21日回程時感不
適，出現高燒、發冷、幻覺和喉嚨痛等症
狀，並持續達3周。雖然醫生認為他患上流
感，但梅勒姆表示，「即使以前感染流感，
症狀從未如此嚴重，感覺自己快死了」。梅
勒姆近日接受新冠病毒抗體測試，結果呈陽
性反應，認為自己去年底已感染病毒，身上
抗體已存在一段時間，並非近期才中招。
梅勒姆表示，很多新冠肺炎患者在出現症狀

後，可能以為自己患上流感而未加留意，他對
此感到擔心，並質疑華府稱1月才出現首宗病
例的說法，「我不相信病毒1月才來臨，我知
道很多人像我一樣，在去年11月至12月期間

便病重」，因此呼
籲更多人接受抗體
測試。美國公共衛
生協會執行主任本
傑明表示，新冠病
毒可能早在11月或
12月便傳入美國。

■綜合報道

法國巴黎一間醫院早前重新檢測肺
炎病人的樣本，發現去年12月27日入
院的一名42歲男病人曾感染新冠病
毒，較當地於1月24日公佈首宗確診個
案早約一個月。瑞典亦有專家相信當地
或早於去年11月已有病例。世界衛生
組織鼓勵其他國家翻查去年底的本地病
例，可能會發現更多更早期確診個案，
有助國際社會更清楚了解疫情開始出現
的時間和地點。
重新檢測病人樣本的法國醫生科恩
表示，該名42歲患者已康復，在生病
的15日期間曾感染自己兩個孩子，但
沒有感染妻子，科恩估計其妻子可能屬

無症狀患者，首先將病毒傳染給丈夫。
妻子在一家超市內的魚檔工作，而魚檔
旁邊的一個日本壽司店攤檔，有一些華
人員工工作。科恩表示，目前未知這些
員工是否曾往中國旅遊，故建議當地衛
生部門展開調查，現時難以確定該名
42歲患者是法國「零號病人」。
有專家則指出，難以就今次發現作

出定論，英國諾丁漢大學分子病毒學教
授鮑爾質疑該名患者並非真的受感染，
否則法國很早就爆發疫情，估計可能只
是他的樣本受污染。
瑞典官方公佈的首宗確診病例於1月

31日錄得，該名女性患者曾到訪中
國，不過瑞典政府的防疫專家蒂格內爾
日前接受當地媒體訪問，指當地可能最
早在去年11月至12月間有確診病例，
相信會是來自中國武漢的旅客。此外，
約100名瑞典軍人去年10月曾到武漢
參加運動會，在當地逗留約2周，部分
人其後不適，但檢測後對新冠病毒呈陰
性。

■綜合報道

入境逾1800萬僅近300檢疫
英封城前放生歐美客

美國在新冠疫情爆發下，N95口罩等防護物資嚴
重不足，媒體調查後發現，衛生部負責防備及應變
工作的助理部長(ASPR)卡德萊茨，上任前並未披露
自己與一間生物公司的聯繫，上任後則將華府政策
轉向，叫停建立每日可生產150萬個N95的生產
線，改為訂購天花疫苗防範生化戰，最終令該生物
公司受惠。
《華盛頓郵報》前日發表調查報道，指出卡德萊

茨在2017年8月獲委任現職，負責防備美國內爆發
生物災難，他上任前曾擔任生物公司Emergent Bio-
Solutions的「策略顧問」，他與公司創辦人亦相
識，不過他卻從未主動向國會披露。
卡德萊茨上任後開始改變災難應變策略，包括將

國家戰略儲備採購工作，從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移至ASPR辦公室。前總統奧巴馬政府曾與生
產商達成一項總值3,500萬美元(約2.7億港元)的協
議，建立一條N95口罩生產線，每日可生產150萬
個N95，結果卡德萊茨以資源有限為由，取消這項
交易。

牽涉57億合約
卡德萊茨亦推動將防備生化戰列為政策核心，在

2019年與Emergent簽訂價值28億美元(約217億港
元)合約，購買天花疫苗，而自卡德萊茨上任以來，
ASPR辦公室共向Emergent批出達7.3億美元(約57
億港元)合約。 ■綜合報道

據英國衛生部昨日公佈的數據，當
地新冠肺炎確診超過19萬宗，死亡病
例逾2.9萬宗，死亡率為15.3%。但
英國國家統計辦公室同日公佈統計數
字，將之前未經測試的死亡患者納入
計算，指出截至上月24日，英國總死
亡人數已超過3.2萬人，超越意大利
成為死亡人數最多的歐洲國家。
據《衛報》披露，英國政府在3月

23日宣佈封城前的約3個月內，多達
逾1,800萬人入境當地，內政部估計
當中有數以萬計潛在新冠肺炎患者，
然而當局只安排273人接受檢疫，並

允許所有來自歐美地區的旅客無需檢
疫下入境。在野工黨指出，多地當時
已爆出疫情，批評政府未有及早收緊
檢疫範圍，錯失抗疫良機。

入境者仍無篩檢隔離
根據英政府向國會內政事務專責委

員會提供的數據顯示，在1月1日至3
月22日期間，當局只安排4班包機的
乘客前往政府檢疫設施隔離，其中3
班負責接回滯留武漢的僑民，另外一
班則接載郵輪「鑽石公主」號的部分
乘客。

工黨議員道蒂指出，無法理解政府
為何當時未有向來自意大利北部、西
班牙或美國的旅客進行檢疫。他同時
批評當局時至今日，仍未為入境英國
的人士進行篩檢或強制隔離，內政大
臣彭黛玲回應指出，這做法是基於專
家小組的建議。
工黨影子內政大臣湯馬斯—西蒙茲

表示，政府在封城前的3個月內，未
有向爆發疫情地區的旅客進行檢疫，
需清楚解釋當中理據，強調應從過去
的錯誤中學習，以便在疫情下一階段
制訂有效的政策。 ■綜合報道

■■ 法國有學校於復法國有學校於復
課前消毒課前消毒。。 法新社法新社

■■ 美國希望找出國內的隱形患者病美國希望找出國內的隱形患者病
例例。。圖為紐約患者送院圖為紐約患者送院。。 法新社法新社

■■ 美國許多民美國許多民
眾因新冠肺炎眾因新冠肺炎
逝世逝世。。 美聯社美聯社

■■梅勒姆梅勒姆

■■卡德萊茨卡德萊茨

■■受疫情影響受疫情影響，，倫敦的歐洲之星列車倫敦的歐洲之星列車
車站人流稀少車站人流稀少。。 路透社路透社

美防疫官停N95生產線
改購天花疫苗益自己人

死亡全歐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