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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拒大手筆紓困 基層一家五口等救命

美援失業談判僵持
3000萬人或失補助

■ 美國市民前往政府部門了
解失業救濟事宜。
解失業救濟事宜
。 法新社

美國經濟受新冠疫情重創，目前



(

向失業人士提供的每周 600美元(約
4,650 港元)額外補助金在前日到

期，不過國會未能就延長補助方案達成共識，近 3,000 萬失業人士恐就此失
去經濟援助。白宮官員昨日與民主黨代表會面，繼續磋商經濟援助問題。

美國目前有近3,000萬勞動人口包括自僱
人士，正領取失業援助，除州政府提

供的失業津貼外，亦包括每周 600 美元的額
外聯邦補助金，不過方案在前日正式到期。
共和黨一直傾向短暫延長計劃，民主黨則繼
續推動一次過批出 3 萬億美元(約 23 萬億港
元)刺激經濟方案，可將失業補助計劃延長
至明年1月，議案今年5月已在眾院過關。

佩洛西批不知問題嚴重性
白宮與民主黨一連 4 日進行談判，白宮上
周四曾提出將 600 美元補助計劃延長一周，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則表示反對，認為應推出
更大範圍的援助方案，為州及地方政府提供
資金；其後雙方均再無進一步行動，參眾兩
院就此休會。
佩洛西前日向記者解釋，否決方案原因
是不想外界有錯覺雙方將近達成共識，並批
評白宮不明白問題嚴重性，形容「一周之後
又如何？」負責談判的白宮幕僚長梅多斯亦
舉行記者會，批評民主黨拒絕談判，沒有提

出任何建議，只想「玩弄政治」，又透露總
統特朗普指示他談判時要「積極及進取」，
以求延長失業補助計劃。民主黨及白宮昨日
於國會繼續談判。

民眾失望 斥華府抗疫不力
特朗普亦表態支持短暫延長失業補助，
前日在twitter批評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阻
止延長方案，批評民主黨人拒絕協助民眾，
只熱衷玩弄政治。參議院多數派領袖麥康奈
爾曾嘗試化解僵局，上周一提出合共 1 萬億
美元(約7.7萬億港元)的方案，不過民主黨不
滿金額太少，共和黨則認為金額太高。
民眾對談判陷僵局感到失望，53 歲三藩
市居民科沃奇恩一家五口急需失業津貼維持
生計，她直言疫情再惡化、求職更困難，對
未來感到無助。60 歲新奧爾良居民伍茲自 4
月起失業至今，他不禁質問「僅憑數人便能
決定數百萬人的命運嗎？」批評華府抗疫不
力，更未能照顧民眾需要。
■綜合報道

美財赤因疫惡化 惠譽降評級展望
國際評級機構惠譽前日宣布，將美國主
權評級展望由「穩定」降至「負面」，評級
則維持 AAA 級不變。惠譽警告，新冠疫情
造成美國債務和赤字惡化，而華府缺乏可靠
的財政整合計劃以控制赤字。
惠譽指出，新冠肺炎大流行爆發前，美
國的財赤已經高企，不斷侵蝕美國的融資能
力，損害其主權評級，而在疫情發生後，美
國的決策者無法控制財赤風險升溫，「為了
反映美國公共財政持續惡化，以及缺乏可靠
的財政整頓計劃，因此將美國的展望向下修

訂至負面」。
惠譽表示，在所有 AAA 評級的國家中，
美國的債務水平最高，目前高達 26.5 萬億
美元(約 205 萬億港元)，預計明年政府債務
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例將超過 130%，
而累計聯邦赤字在 2020 財年會達到 2.7 萬億
美元(約20.9萬億港元)。
經濟增長方面，惠譽預計今年美國 GDP
收縮 5.6%，而預計到 2022 年，美國通脹仍
維持在平均低於1%的水平。
■綜合報道

■ 紐約民眾領取救濟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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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失業補助方案未達共
識 ， 美國近 3,000 萬人或面
臨失去經濟援助。
臨失去經濟援助
。 法新社

福奇：未全面封城 致美病例激增
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
長、白宮傳染病專家福奇，前日出席眾議
院新冠疫情小組委員會聽證會，他發言時
表示，美國各地未有全面封城，是導致近
期美國新冠病例激增的主要因素之一。
聽證會聚焦如何從國家層面解決疫情
應對、疫苗研
發、學校重啟等
問題。被問及為
何歐洲能有效控
制疫情、而美國
的病例卻持續增
■ 福奇指未全面封城 加 時 ， 福 奇 表
致病例激增。 美聯社 示 ， 歐 洲 超 過

95%的地區都切實實行「禁足令」、
「居家令」等措施。反觀美國，事實上
全美只有 50%的地區真正「關閉」。他
指出，美國一些州份未能嚴格遵循白宮
關於分階段重啟美國經濟的指引，各地
應對疫情手法不一致，導致政策失效。

對年底出疫苗
「審慎樂觀」
福奇談及新冠疫苗研發進展時稱，根
據動物實驗數據及早期人體試驗數據來
看，他對今年底或明年初研發出安全有
效的新冠疫苗，感到「審慎樂觀」。由
美國生物科技公司 Morderna 與國家過敏
症和傳染病研究所合作研發的新冠疫苗

歐盟前日宣布，已與法國藥廠賽諾
菲(Sanofi)達成協議，一旦證實賽諾菲
研發的新冠肺炎疫苗安全有效，歐盟
27 個成員國可採購合共 3 億劑。美國
政府同日亦與賽諾菲和英國葛蘭素史
克(GSK)藥廠簽訂總值 21 億美元(約
162 億港元)合約，可獲取 1 億劑新冠
疫苗。
歐盟現時具備逾20億歐元(約183億
港元)的緊急基金，準備與多達 6 間正
研發新冠疫苗的藥廠達成協議，為
4.5 億歐盟公民接種疫苗，而歐盟日

前已就疫苗供應，與賽諾菲、美國的
輝瑞和強生等多間藥廠展開磋商，然
而因價錢和支付方式等問題而未能取
得共識，但經進一步磋商後，最終與
賽諾菲達成協議。

美料年底至少擁一款疫苗
根據美國政府的新冠疫苗研發計劃
「神速行動」，華府向賽諾菲和GSK
提供21億美元，當中逾一半資金用於
臨床測試等研發工作，餘下資金則用
作生產和運送 1 億劑疫苗，而華府更

越南首現死亡病例
越南曾連續 99 天未有錄得新冠肺
炎本地個案，但中部城市峴港再爆疫
情後，過去一周已有逾百人確診。越
南衞生部表示，上周四一名 70 歲患
者疫歿，是越南首宗死亡個案，前日
再有兩人死亡，其中一名 60 歲男患
者是因敗血症和腎衰竭不治。
越南的疫情已擴散至 6 個地區，
包括首都河內和南部大城市胡志明
市。衞生部確認昨日新增 40 宗確

診，年齡介乎 2 歲至 78 歲，大部分
均與峴港的醫院感染群組有關。目
前越南累計確診 586 宗，15 人情況
危殆。為遏止疫情擴散，峴港上周
二起實施封城，並設立更多檢查
站，防止民眾出入峴港，以及在當
地一座體育館興建方艙醫院，調派
其他城市的醫生到來支援。
■美聯社/路透社

■ 馬尼拉民眾等待檢測。

■ 法國藥廠賽諾菲一間實驗室
法國藥廠賽諾菲一間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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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無罩」夏令營 至少260童染疫

菲增近5000個案破紀錄
東南亞地區的新冠疫情未有緩和
跡象，菲律賓昨日錄得4,963宗確診
個案，是當地最高單日新增數字。
菲律賓衞生部發布公告，指當地
累計確診病例升至 98,232 宗，合共
2,039人死亡，確診和疫歿數字在東
南亞國家中均僅次於印尼。

可選擇增購 5 億劑疫苗。美國衞生部
長阿扎指出，華府按照「神速行動」
尋找不同類別新冠疫苗，美方在今年
底可擁有至少一款安全有效疫苗的機
會增加。
美國有衞生官員警告，華府對於如
何將新冠疫苗分發全國欠缺妥善安
排 ， 無 法 及 時 為 當 地 3.3 億 人 口 接
種。民主黨參議員默里指出，華府應
向國民解釋疫苗注射計劃，例如何人
可優先接種等，從而加強國民信心和
避免混亂。
■綜合報道

美聯社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前日表
示，佐治亞州包括學童在內的近 600 人上
月參加夏令營後，至少 260 人感染新冠肺
炎，由於現時僅取得約 6 成的檢測結果，
預計染疫人數可能更多，顯示未成年人士
不僅容易感染、也易成為傳染媒介。
據報這個夏令營未有遵守 CDC 建議、
要求所有參與者都必須戴口罩的規定，只
有營隊工作人員有佩戴，但主辦單位遵守
佐治亞州的行政命令，要求所有人必須在
抵達前 12 天內篩檢新冠病毒，並出示陰性
結果證明。
夏令營於 6 月 21 日正式開始，共有 363
名介乎 6 歲至 19 歲的學童參加，並有 200
多名職員和訓練人員，他們大多是青少
年。參與者其間從事各種室內與室外活
動，晚上睡在每間可容納多達 26 人的小
屋。到 6 月 23 日，一名職員因發冷而離
營，翌日接受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主辦

單位同日開始送學童返家，6 月 27 日關閉
營地。
衞生當局自 6 月 25 日展開調查發現，受
檢 的 344 人 中 多 達 260 人 呈 陽 性， 其 中
74%出現包括發燒、頭痛及喉嚨痛等輕微
症狀，其他確診者皆無症狀。CDC 稱，這
項結果顯示，新冠病毒在年輕人的同寢過
夜環境中有效傳染。
■法新社

■ 美夏令營導致學童感染新冠。 網上圖片

全球單日增近 萬宗確診再見新高

歐美打響疫苗戰 歐盟預購三億劑

mRNA-1273，已於上月 27 日開始三期
臨床試驗，試驗將招募約 3 萬名未感染
新冠病毒的健康成年志願者參與。福奇
表示，截至上月 30 日，已有 25 萬人登記
表示有興趣參與臨床試驗。他說，新冠
疫苗面世後，並非所有美國人都能馬上
接種，可能會分階段實施接種計劃。
出席同一聽證會的美國疾病控制與預
防中心(CDC)主任雷德菲爾德，就美國學
校復課問題表示，關閉學校會產生很多公
共健康方面的嚴重後果，包括學生不能從
學校獲得心理健康幫助等。他認為讓學前
班至高中的學童恢復面授課程，最符合公
眾利益，但需確保安全。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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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衞生組織公布的新冠
疫情數據顯示，全球前日新
增逾 29.2 萬宗確診病例，再
創單日新高，累計超過 1,740
萬 人 染 疫 ， 約 67.5 萬 人 死
亡。
世衞每日疫情報告顯示，自
7 月 20 日以來，全球每日新增
病例數目均在 20 萬宗以上。
美國仍是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
家，自 7 月 7 日以來，美國單
日新增確診病例均超過 5 萬
宗，累計確診病例逾 455.8 萬
宗，合共逾15.3萬人病故。
由 18 名成員和 12 名顧問組
成的世衞緊急委員會，前日
第四度召開會議商討疫情危
機，世衞總幹事譚德塞警告
說，血清研究早期結果顯
示，全球多數人仍容易遭受
感染，即使是在那些已經歷
過嚴峻疫情的地方，「許多
原以為已度過最惡劣階段的
國家，現在紛紛努力應付新
爆發的疫情。一些在疫情爆
發頭數周較不受影響的國
家，現在病例和死亡人數也
增加，部分疫情曾相當嚴峻
的國家，疫情則已得到控
制。」
各國為應對疫情實施的各項
封鎖措施，引發全球經濟動
盪，世衞認為，這種具有高度
傳染性的呼吸道疾病，唯一長
期解決之道恐怕只有有效的疫
苗，譚德塞稱，「雖然疫苗研
發正以破紀錄速度進行，我們
仍需學習與病毒共存，以我們
現有的工具與之對抗。」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