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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日近 1300 人疫歿 6 州見新高

美疾控認疫情源自歐洲
華府反應慢

美國新冠疫情仍未見頂，前日單日再多近
1,300 人死亡，是 5 月以來最高，最少 6 個
州份單日死亡人數均創新高。美國疾病控
制與預防中心(CDC)主任雷德菲爾德前日
首次承認，華府對歐洲疫情傳入應對緩
慢，最終導致美國疫情爆發。

6.4 萬宗確診，並有 1,292 人病歿。
美國前日新增逾
加州、得州、佛羅里達州、蒙大拿州、俄勒岡州

及阿肯色州前日均錄得單日死亡新高。白宮傳染病專家
福奇警告稱，其他州份也處於疫情「風口浪尖」。美國
至今累計確診超過438萬宗，死亡人數升穿15萬，平均
每 1 萬人便有 4.5 人死於新冠肺炎，在全球 20 個疫情最
嚴重國家中排第6。

■ 雷德菲爾
德承認從歐洲
湧入的旅客才
是美國疫情源
頭。圖為得州新
冠病患使用頭
盔 式 呼 吸
機。 法新社

得州確診逾 40 萬 全國第 4 州
加州、得州及佛州前日合共有 584 人死亡，佔美國
單日新增疫歿人數近半。加州前日新增 171 人病故，
當地衞生官員指出，佔全州人口約 1/3 的拉丁裔居
民，佔確診及死亡人數分別達 56%及 46%，是受疫情
衝擊最嚴重的族群。得州周一錄得逾 6,000 宗確診，
累計確診升至 401,477 宗，成為美國第 4 個累計確診
突破 40 萬大關的州份，僅次於加州、佛州和紐約
州。多地醫院不堪負荷，迫使多州政府再次收緊防疫
措施。
美國總統特朗普及華府官員多次試圖將美國疫情
失控，卸責於中國「隱瞞」疫情，不過事實是美國
最初的疫情重災區紐約州，確診病例大多是由從歐
洲傳入的個案引起，CDC 最近的分析便證實，早在
華府 3 月 13 日對歐洲封關前 5 天，即 3 月 8 日，紐約
便出現社區傳染。雷德菲爾德前日接受訪問時，終承認
美國反應遲緩，「在封關前 2 到 3 周，每天都有約 6 萬
人自歐洲返回。當我們意識到歐洲疫情威脅時，再勒令
封關為時已晚」。雷德菲爾德指出，這批從歐洲湧入的
旅客，最終成為美國疫情源頭。

新年已呈報「我們失敗了」
雷德菲爾德表明，美國抗疫期間屢屢犯錯，甚至直言
「是的，我們失敗了」。他坦言自己踏入新年時，便將
疫情風險呈報華府，但華府應對不力，最終釀成苦果。
不過雷德菲爾德認為，美國不必坐等新冠疫苗問世，強
調「口罩就是防疫的得力武器」。
■綜合報道

華府資助美企疫苗
療程開高價收465元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美國生物科技公司 Moderna 就其正研發的新冠疫苗，擬將每療程價格定於 50
至 60 美元(約 388 至 465 港元)，較其他藥廠的定價更
高。
Moderna 此前已獲得華府近 10 億美元(約 77.5 億港元)
資助，公司發言人日前表示，正與政府磋商疫苗供應
量。有消息指Moderna疫苗以兩劑為一個療程，目前透
露的定價主要針對美國等高收入國家，最終價格仍待確
認。
除Moderna之外，美國藥廠輝瑞與德國生物科技公司
BioNTech 亦與華府簽訂生產疫苗合約，每個療程價格
約 39 美元(約 302 港元)。同樣獲華府資助的英國阿斯利
康藥廠，同意以每劑約4美元(約31港元)，向美國供應3
億劑疫苗。美國強生公司等藥廠則表示，其疫苗定價將
不會牟利。
■路透社

「黃六醫生」受特朗普吹捧
曾稱用外星人基因治療
影片中的醫生伊曼紐爾來自休斯敦，
自稱來自一個名為「美國前線醫生」的
組織，片段錄下她周一在華盛頓最高法
院外發言的內容。伊曼紐爾聲稱羥氯
喹便是新冠肺炎的解藥，民眾
不需戴口罩、不需封城，使用
羥氯喹便可預防新冠肺炎。不
過醫學界至今未能證實羥氯喹
對新冠肺炎的療效，世界衞生
組織亦多次警告，羥氯喹可導
致嚴重副作用。
網民其後翻出伊曼紐爾過往的
■ 伊曼紐爾(中)聲稱民眾不需戴口罩，片段已
言論，發現她曾稱外星人的基因可
被平台以虛假訊息為由移除。
網上圖片
用作醫學治療，子宮內膜異位症是
美國社交平台近日瘋傳一段影片，一 在睡夢中與惡魔性交引起等；她又在
名過往曾渲染巫術、聲稱婦科病是「與 twitter自稱為「上帝的戰斧」。
右翼新聞網站 Breitbart 直播伊曼紐爾
邪靈性交」引起的醫生，宣傳抗瘧疾藥
物羥氯喹為新冠肺炎「解藥」，又稱民 講話的影片，吸引逾 1,400 萬次收看；特
眾不需戴口罩，片段獲一眾右翼政客包 朗普前日談及這影片時，更認為影片中的
括總統特朗普大力吹捧，甚至樂壇天后 醫生備受尊敬。記者其後再引用伊曼紐爾
麥 當 娜 亦 有 轉 發 ， 不 過 facebook、 You- 過往言論追問時，特朗普則稱不了解她
Tube、twitter 等各大平台已以虛假訊息 的背景。
■綜合報道
為由移除片段。

美國總統特朗普抗疫不力，民望持續低迷，他前日在白宮
記者會上，大嘆白宮傳染病專家福奇的支持度較自己高得
多，自嘲「沒有人喜歡我」(nobody likes me)。他又再吹捧
抗瘧疾藥物羥氯喹可治療新冠肺炎，回復過往以各種誤導言
論及「怨言抗疫」的本色。
福奇在疫情下成為最獲民眾信任的官員，
相反特朗普的抗疫工作則備受批評。特朗
普在記者會上直指福奇較自己受歡迎並不
公平，其後便自嘲「沒有人喜歡我，一定
是因為我的性格」。
特朗普又稱，自己和其他白宮抗疫官
員都理應獲讚賞，例如應對疫情小組
協調員比爾斯等，甚至直指福奇和其
他人的工作其實差不多，「他(福奇)
卻獲得那麼高支持度，為什麼我和
政府沒有？」
■綜合報道
■ 福奇在疫情下成為最獲民眾信任的
官員。圖為他負責開球禮。 美聯社

世衞：疫情仍處於巨大第一波
世界衞生組織發言人哈里斯前日表示，新冠病
毒傳播似乎並不受季節性因素影響，警告人們不
要錯誤地認為夏季更安全。
哈里斯同時形容目前疫情仍在「巨大第一
波」，「我們正在第一波，這是巨大的一波，中
間或出現升跌，最重要是令疫情趨於緩和及受
控。」

白俄總統自爆曾中招
據白俄羅斯
通訊社報道，白
俄羅斯總統盧卡
申科前日在首都
明斯克，視察內
務 部 下 屬 的
3214 部 隊 時 透
露，自己曾感染
新冠病毒。
■ 盧卡申科
盧卡申科（
（右）視察部隊
視察部隊。
。
盧 卡 申 科
稱，醫生前一天告訴他，自己曾經感染新冠病毒，但沒
有症狀。盧卡申科並未透露自己是何時感染新冠病毒以
及具體細節。
盧卡申科 6 月底曾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出席一次活動時
見面並擁抱。普京發言人佩斯科夫前日表示，俄方對盧
卡申科感染病毒一事並不清楚，目前普京身體健康狀況
良好。
據白俄羅斯衞生部前日發布的消息，在過去 24 小時
內，該國新增 115 宗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是白俄連續 20
天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少於 200 宗，目前累計確診 67,366
宗，合共 543 人死亡。白俄衞生部強調，目前該國新冠
疫情穩定可控。
■法新社

眼紅福奇支持度高
特朗普：無人喜歡我

病毒傳播不分季節
■ 巴西疫情嚴重
巴西疫情嚴重，
，當局派員消毒學校等地方
當局派員消毒學校等地方。
。 美聯社

哈里斯指出，一些疫情最嚴重的國家，現在正
值不同季節，疫情最嚴重的美國現在是夏季，疫
情第二嚴重的巴西則處於冬天，「我們需要弄清

楚的是，這是一種新型病毒，即使它是一種呼吸
道病毒，而以前的呼吸道病毒確實都有季節性流
行的傾向，但這種病毒的表現不同。」哈里斯提
醒民眾，真正有效的防疫方式是保持社交距離、
勤洗手、必要時戴口罩、打噴嚏及咳嗽時捂住口
鼻、隔離病患等，以及對接觸者進行檢測，別因
夏天到來就疏於防備。
全球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累計逾 1,634 萬宗，合
共逾 65 萬人病歿，單是美國的確診病例已超過
438 萬宗，死亡病例逾 15 萬宗；巴西則有逾 248
萬人確診，累計逾8.8萬人死亡。
■綜合報道

河內胡志明市失守 全越南陷爆疫風險
越南自 3 月以來，已經數月沒有出現新冠肺
炎本地個案，但中部城市峴港日前再現疫情
後，河內、胡志明市及中部高原地區亦陸續有
人確診。越南國家電視台報道，總理阮春福警
告稱，與 3 月的第二波疫情不同，當地目前每
個省市均面臨爆疫風險。
阮春福表示，峴港已錄得至少 30 宗確診個
案，當地必須迅速採取嚴格封鎖措施，國內其
他旅遊區亦需提高警惕。越南當局前日起暫停

往返峴港的所有航班 15 日，並緊急撤離當地
國內遊客，目前已有約 1.8 萬旅客回到胡志明
市，河內當局則預計約有 1.5 萬至 2 萬名旅客
返回當地。據報一名自峴港返回河內的食肆員
工病毒檢測呈陽性，當局已關閉該食肆進行消
毒。
約 9,500 萬人口的越南由於採取嚴格防疫措
施，累計只錄得 450 宗確診個案，至今未有患
者疫歿。
■路透社

■ 峴港航班暫停
峴港航班暫停，
，機場空無一人
機場空無一人。
。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