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
蹤
密
切
接
觸
者
靠
自
願

入
境
強
制
隔
離
遇
阻
力

韓國於本月6日放寬新冠疫情的封鎖措施，但不久後

就出現了首爾梨泰院夜店感染群組，至今已錄得逾250

宗病例，更估計出現「第7代感染」。豈料一波未平一

波又起，大型電子商貿企業Coupang位於富川市的物

流中心又爆出群組感染，令韓國昨日錄得79宗確診，是近兩個月以來最多，當中68宗屬本地

感染，大多來自該物流中心。鑒於疫情再次蔓延，韓國衞生部長朴恩鎬昨日宣布，在首爾、仁

川和京畿道重新實施社交距離措施兩周，到下月14日為止，以遏止病毒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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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新增79確診 近兩月最高
物流中心群組急擴散 3地收緊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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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人數
356,435 ▲5,289

全球宗數
5,727,629 ▲108,800

全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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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或地區 確診 死亡

美國 1,702,911 (21,118) 100,576

巴西 411,821 (20,599) 25,598

俄羅斯 379,051 (8,371) 4,142

英國 268,620 (2,018) 37,542

西班牙 237,906 (1,137) 27,119

意大利 231,139 (584) 33,072

法國 183,038 (191) 28,599

德國 181,918 (394) 8,463

印度 160,310 (7,006) 4,560

土耳其 159,767 (1,005) 4,431

( )括號內為新增數字 *截至香港時間今晨零時15分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昨日通報，韓國累計病例增至
11,344宗，而在4月29日至5月13日期間，不明傳

染途徑病例比例為4%，但在本月6日至20日回升至
6.3%，尤其近兩周更超過7%。對策本部指出，若不能及
時掌握新增病例的感染途徑，就很難控制傳染源，容易發
生鏈式傳播。

非全國收緊 免「隔離疲勞」
鑒於要求政府加強社交距離措施的聲音日益高漲，朴恩
鎬昨日宣布，當天早上的緊急內閣會議決定，將在感染途
徑不明病例增加的首爾市、仁川市和京畿道，恢復實施社
交距離規定，所有夜店、宗教場所、博物館、戲院和公園
未來兩周維持關閉，建議企業繼續讓員工居家辦公，學校
會按原定計劃復課，但要求補習學校停運，各級政府主辦

的活動也將取消或延期舉行。有意見認為，政府考慮優
先在首都圈等高危地區恢復限制措施，而並非在全國範
圍實施，是旨在避免「隔離疲勞」和對經濟造成負面影
響。
截至昨日，Coupang物流中心的群組感染已錄得86
宗確診病例，當局表示已就這個群組感染，對約3,500
人進行病毒檢測，當中2,800人呈陰性，正等待其餘人士
的檢測結果。京畿道知事李在明昨日緊急召開網上記者
會，表示預計群組感染個案將持續上升，因此下令Coup-
ang物流中心即時停業，為期兩周。

恐蔓延熱線中心 1600人檢疫
韓國疾病管理本部副部長權俊旭表示，在出現首名確診

病人後，短短3天內已錄得近70宗病例，反映病毒急速散
播。當局初步調查顯示，物流中心並無跟隨基本防疫指
引，包括在餐廳內保持社交距離，當局正了解物流中心集
體感染，與早前的首爾梨泰院夜店群組感染是否有關連，
並到Coupang旗下位於高陽市的另一間物流中心檢查。
據富川市政前日稱，其中一名感染者是一名20多歲的
客戶服務外判公司UBASE熱線中心女職員A某，她於本
月23日至24日曾到Coupang物流中心兼職兩天，25日照
常上班，當晚出現新冠肺炎徵狀後立即隔離，兩日後確
診。UBASE隨即將與A某同在7樓工作的職員進行檢疫
及居家隔離，大樓其他樓層的逾1,600名員工也要進行檢
測。 ■綜合報道

英國的新冠肺炎疫情在近月轉趨嚴重，英國《金融時
報》分析當地的總死亡數字，指出若比對英國今年與往年
同期的總死亡人數，今年新增死亡人數僅次於美國，按每
百萬人比例計算更是全球最高，超越美國、意大利等疫情
重災區。
英國截至昨日錄得逾3.7萬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數字
低於美國，與意大利、法國等歐洲國家相若，不過數字相
信未能反映實際情況；《金融時報》將英國等19個疫情
數據較充足的國家今年的總死亡數字，與過往5年同時段
的死亡數字平均數作對比，以推算各地的實際病殁情況。
自截至3月20日的該周起，英國今年新增逾5.9萬人死

亡，相當於每100萬人中，有891人直接或間接因新冠肺
炎死亡，比例是全球最高。若計算今年死亡人數升幅，英
國超過6成，是全歐最高，在全球則僅次於秘魯；若單純

比較新增死者數字，英國亦在全球排第2，僅次於美國。

非集中重災區 與意法有別
數據顯示，實施封城措施的時間，與新增死亡人數多少

有關，如德國和挪威等較早推出隔離措施的國家，新增死
亡人數均未過萬，英美等地較遲推出相關措施，數字便較
高。此外英國全國都出現總死亡人數急增情況，其他疫情
嚴重國家則只集中在特定重災區，如意大利北部的倫巴第
大區、法國的巴黎及米盧斯等。
唐寧街發言人回應時，提到額外死亡數字與年齡等亦有

關，不過《金融時報》分析指出，即使只計算長者的死亡
數字，英國的額外死亡人數仍是各國中最高。■綜合報道

英國首相約翰遜前日公布防疫新措
施，所有出現病徵人士均可接受病毒
檢測，確診者須交出密切接觸者名
單，由當局通知名單上的人自我隔離
14天。有關措施目前屬自願性質，
政府敦促國民盡「公民責任」，遵
守有關安排。對於所有入境者強
制隔離14天的措施，外界反對
聲浪持續，多達40名跨黨派包
括保守黨國會議員聯名發公開
信，要求政府重新考慮。
約翰遜前日公布這項「檢測及

追蹤」計劃，由昨日起實施，病毒檢
測將擴大至所有出現病徵人士，確診患
者需提交所有緊密接觸者的名單，政府
其後會以短訊、電郵或電話通知接觸者
須自我隔離14日，若有病徵便會安排
檢測。約翰遜形容會對「非常少數」的
人造成負擔，不過可讓全國其他人不需
再生活在封鎖措施下。
政府預計每日有多達1萬人收到隔
離通知，由於隔離屬自願安排，衞生
大臣夏國賢呼籲民眾履行「公民責
任」遵守規定，警告若民眾不合作，
會改為強制實施，向違例人士罰款。

英國將於下月8日起，要求所有入境入士自我隔離14
天，違者可被罰款1,000英鎊(約9,523港元)，由於計劃
勢打擊旅遊及航空業復甦，業界對措施極度不滿。40名
國會議員包括前運輸大臣紀嘉林前日去信運輸大臣夏博
思，要求政府重新考慮。80間旅遊及航空業公司亦去信
內政大臣彭黛玲，批評措施「考慮不周及不可行」。

■綜合報道

《金融時報》推算：
英死亡率全球最高

美國黑人男子弗洛伊德周一在明尼阿波
利斯市被白人警察以膝蓋壓頸窒息，送院
後不治，數以百計示威者前晚再次上街抗
議，部分人縱火及搶掠商店，一名當舖東
主向闖入的人開槍，擊斃一人。
明尼阿波利斯市長弗雷前日要求檢方刑

事起訴涉案警員，但未能平息群眾怒火，
示威者在該批警員隸屬的警局外聚集，其
間縱火焚燒並搶掠多間商店，並將附近商
店的購物車堆起作路障。警方發射催淚彈
和橡膠子彈，但未能驅散群眾。據報有手
持開山刀的男子闖入一間當舖搶掠，東主
隨即開槍擊斃一人，警方表示有一人被
捕。
明尼蘇達州州長沃茨前晚在twitter發

文，呼籲民眾散去，形容情況極度危險。
弗雷已要求沃茨派出國民警衛軍到明尼阿
波利斯平亂。
總統特朗普前日在twitter發帖，形容弗

洛伊德的死亡令人難過和悲痛。民主黨總
統初選參選人拜登則表示，是次事件並非
個別例子，反映美國因種族歧視帶來系統
性執法不公，呼籲為弗洛伊德的家人討回
公道。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壓死黑人案民憤未平
示威者搶掠被擊斃

雖然韓國各地學校出現零散確診雖然韓國各地學校出現零散確診
病例病例，，導致部分學校推遲復課日導致部分學校推遲復課日
期期，，但副總理兼教育部長俞銀惠前但副總理兼教育部長俞銀惠前
日表示日表示，，僅通過遙距授課僅通過遙距授課，，無法向無法向
學生提供充分的教育學生提供充分的教育，，強調必須返強調必須返
校上課校上課，，教育部仍將按計劃教育部仍將按計劃，，推動推動
各年級有序復課各年級有序復課。。
俞銀惠出席政府舉行的返校課程俞銀惠出席政府舉行的返校課程

籌備小組檢查會議時表示籌備小組檢查會議時表示，，由於各由於各
地陸續發生新冠肺炎零散確診病地陸續發生新冠肺炎零散確診病
例例，，不少人對學生返校感到非常擔不少人對學生返校感到非常擔
心心，「，「但如果在當前國家的疫情管但如果在當前國家的疫情管
理機制下理機制下，，學生仍不能返回學校學生仍不能返回學校，，
預計全國學校今年內都無法正常復預計全國學校今年內都無法正常復
課課，，只能進行遙距授課只能進行遙距授課」，」，她認為她認為
韓國的醫療系統有足夠能力妥善控韓國的醫療系統有足夠能力妥善控
制疫情制疫情。。
高中學生上周已率先復課高中學生上周已率先復課，，幼兒幼兒

園園、、小學等學校前日也開始上課小學等學校前日也開始上課，，

至今全國已有至今全國已有281281萬多萬多
名學生返校名學生返校，，佔整體佔整體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4747%%。。但首但首
爾爾、、京畿道京畿道、、慶北慶北、、
大邱大邱、、仁川等地仍有仁川等地仍有
近近600600間學校以擔心間學校以擔心
學生感染為由學生感染為由，，推遲推遲
返校時間返校時間。。
俞銀惠要求各地教俞銀惠要求各地教

育廳冷靜應對疫情育廳冷靜應對疫情，，不不
應因當地出現新的確診應因當地出現新的確診
病例病例，，就立刻調整學生返就立刻調整學生返
校時間校時間，，而應首先對病例的而應首先對病例的
相關性進行調查相關性進行調查。。她同時囑咐她同時囑咐
學生學生「「一定要與朋友保持距一定要與朋友保持距
離離，，並在放學後立刻回家並在放學後立刻回家」，」，
並叮囑學生家長讓孩子做好生並叮囑學生家長讓孩子做好生
活防疫措施活防疫措施。。

■■綜合報道綜合報道

教育部強調復課要緊教育部強調復課要緊
籲學校勿反應過敏籲學校勿反應過敏

美國社交平台twitter首次將總統特朗普的兩
則帖文標註為「沒有根據」，令特朗普大動肝
火，威脅要監管甚至關閉社交平台，白宮發言
人麥肯納尼前日表示，特朗普於當地時間昨日
簽署一項針對社交媒體的行政命令，但未有透
露內容。據《華盛頓郵報》引述知情人士透
露，特朗普將撤銷科企的豁免權，意味科企要
為用戶上載平台的言論、影片和其他內容負上
責任。
根據相關法例，科企無須為平台上的內容

負責，以便讓科企向警方舉報涉及仇恨和恐怖

主義等內容，而無須擔心負上刑責，但法例引
起極大爭議，認為科企不能為平台內容開脫責
任。若特朗普撤銷豁免權，意味科企將面對更
嚴格監管。
特朗普前日批評twitter的標籤行為，是企圖
壓制保守派的聲音，干預2020年總統大選，
徹底扼殺言論自由，「我身為總統，絕不允許
此事發生。」路透社報道，特朗普的言論標誌
着保守派與大型科企之間的對抗，但特朗普是
否有權關閉這些平台，仍是未知之數，各大科
企亦未有置評。 ■綜合報道

特謀報復twitter
傳「要科企為所有內容負責」

■■英國醫生為英國醫生為
新 冠 病 人 診新 冠 病 人 診
治治。。 路透社路透社

■■示威者在商店縱火破壞示威者在商店縱火破壞，，並拍下照片並拍下照片。。 美聯社美聯社

■ 警方發射催淚彈和橡膠子彈，但未能驅散示威
群眾。 路透社

■■ 韓國小學生陸韓國小學生陸
續開始上課續開始上課。。

新華社新華社

■ 韓國為大批
民眾檢疫確保疫
情受控。美聯社

■■ CoupangCoupang物流中心爆物流中心爆
發群組感染發群組感染。。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