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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紐兩國的「旅遊氣泡」，是亞太首批
放寬國際旅遊限制的地區，每周有16

班航班來往兩國。澳洲今年較早時大規模爆
發疫情後，3月宣布全面關閉邊境，只容許
澳洲公民或居民，以及獲特別批准的人士入
境，所有人抵埗後一律需自費接受隔離檢
疫。由於面對入境限制，目前估計仍有約
2.9萬名澳洲人等候返國。

澳人抵紐仍需隔離14天
澳洲目前累計逾2.7萬宗確診病例，合共

904人死亡；新西蘭則錄得1,880宗確診，累
計25人疫歿。隨着兩國第二波疫情漸趨緩
和，因此商討互相放寬旅遊限制，最終同意啟
動「旅遊氣泡」，但目前只屬「單向通道」，
澳洲批准新西蘭旅客免檢疫入境新南威爾斯省
和北領地省，新西蘭則仍對澳洲維持檢疫措
施，澳洲入境旅客抵紐後，需自費3,100紐元
(約1.58萬港元)，入住酒店隔離14天。
昨日共有3班客機從新西蘭奧克蘭市飛往悉
尼，分別由新西蘭航空、澳航和捷星航空營
運，合共預計約有350名乘客。據營運首班客
機的新西蘭航空表示，所有由新西蘭出發的旅
客，必須申報之前14天均留在新西蘭，未有
前往任何疫情熱點地區，而他們抵達悉尼後，
需在機場接受健康篩檢。新西蘭航空稱，首班
客機的90%乘客均是預訂單程機票，意味他
們大多數可能是返國的澳洲居民。

機場分隔旅客 防交叉感染
悉尼機場預先作好準備，把由新西蘭抵達

的乘客，與來自其他地區的旅客分開，後者
需接受隔離檢疫。奧克蘭機場則在兩個區域
分設空氣過濾系統，以防交叉感染。
新南威爾斯省長貝雷吉克利安昨日形容啟

動「旅遊氣泡」，對旅遊業是極佳消息，亦
是恢復國際旅遊的重要一步，她希望新西蘭
總理雅登能盡快對來自澳洲的旅客放寬限
制。貝雷吉克利安表示，新南威爾斯過去
24小時只新增1宗社區感染個案，若新增病
例繼續維持低水平，她或於下周宣布進一步
放寬限制。至於澳洲第二波疫情重災區維多
利亞省，昨日新增2宗確診，是當地自6月
初以來最低，省長安德魯斯稱，已準備好採
取措施放寬防疫限制。
根據世界旅遊觀光協會的數字，新冠疫情
導致今年上半年全球旅客大跌72%。代表
290間航空公司的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
表示，預計今年航空交通較去年下降66%，
估計要到2024年，航空交通才能回復疫情
爆發前的水平。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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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和新西蘭本月較早前宣布同意啟動「旅

遊氣泡」，讓新西蘭旅客入境澳洲時，無須接

受14天隔離檢疫，以恢復兩地的旅遊往來，

提振受新冠疫情重創的旅遊業。首班按照

「旅遊氣泡」安排的客機，昨日抵達新南威

爾斯省首府悉尼。

澳洲3月
因新冠疫情
開始封關，大
批澳洲居民滯留
外地無法返國，
隨着昨日澳洲與新
西蘭啟動「旅遊氣
泡」，滯留新西蘭的澳洲
人終可返國，與分隔多時的
親人重聚，部分人不禁喜極而
泣。澳洲就業、投資和旅遊部長艾爾斯
形容昨日是令人激動的一天，就像活在電
影《真的戀愛了》的場景，強調當局希望
能在安全情況下，繼續推動重開邊境。

喜極而泣 盼齊過聖誕
悉尼國際機場昨日隨處可見親人互相
激動擁抱的場面，乘搭新西蘭航空營運首
班「旅遊氣泡」客機的澳洲居民辛格，早
上在奧克蘭機場登機前接受媒體訪問，表
示自己於2月從澳洲前往新西蘭工作，自
此滯留當地，無法與妻子見面。辛格稱他
與妻子結婚兩年，從未如此長時間分開，
非常掛念妻子，希望盡快重聚。
瓦格的父母今年2月和3月先後前往新西

蘭，探望瓦格患病的叔叔。新西蘭於3月封
城，兩老無法返回澳洲，與瓦格分隔兩

地。瓦格當時預計很快解封，結果足足過
了8個月，直至昨日才能與父母重聚。
瓦格昨日在悉尼機場等候時，坦言

心情緊張。當看見父母步出閘口，瓦
格立即上前擁抱，她和母親均喜極而
泣。瓦格對於父母安全返抵興奮莫
名，更希望居於新西蘭的親人，能於
聖誕節到澳洲一同過節。
布朗早前前往新西蘭探望患病母親，

抵埗後需隔離14天，結果其間母親病
逝，她無法見母親最後一面。布朗昨日返
抵澳洲，與在機場迎接的親人緊緊擁抱，
「很多人的處境與我一樣，我希望所有人
在這困境下，都有一個好的結局。」

■綜合報道

美國國防部前日發表研究報告，指出若乘客在飛
機上戴口罩，在機艙內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極低。
研究結果料增加外界對乘搭飛機的信心，有助重振
在疫下受重創的航空業。
國防部在聯合航空波音777和767客機上，展開

歷時6個月的研究，在合共38小時飛行時間和45
小時地面測試期間進行300次實驗，每次實驗均
釋出1.8億個大小如新冠病毒的粒子，相當於數千
次咳嗽後釋出的粒子數目。機上安裝代表其他乘
客的42個感應器，顯示乘客戴上口罩後，平均只

有0.003%粒子進入其他乘客的呼吸範圍，意味要
與患者乘搭同一班機至少54小時才會中招，加上
機艙通氣系統良好，約99.99%在6分鐘內便可排
出機艙外。不過，實驗假設只有一名患者在機
上，且所有乘客均坐在座椅上，未有將他們的走
動情況計算在內。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指出，今年初以來全球約有12
億航班乘客，當中只有44人在航程期間受感染，形
容在機上感染新冠病毒的機會，與被閃電擊中相
若，風險幾乎不存在。 ■綜合報道

美國防部研究：機艙內戴罩 感染風險極低

新西蘭今日舉行大選，總理雅
登由於成功抗擊新冠疫情而得到
國民認同，其領導的工黨民望拋
離其他對手，有望取得大勝，可
自行組成政府，成為當地在1996
年改革選舉制度以來，首個單獨
執政的政黨。
民調顯示，工黨民望達46%，

拋離保守立場的在野國家黨的
31.1%，綠黨支持度為6.3%。反
而目前屬執政聯盟的優先黨預料
會大敗。
40歲的雅登成功抗疫，民望高
企，更重現3年前大選掀起的「雅

登熱」。雅登承諾會盡快重振受疫
情衝擊的經濟，呼籲選民給予她更
大授權，讓她推行改革。新西蘭過
去3周並無本地感染個案，新增病
例均屬海外輸入。
即使工黨最終未能單獨執政，預

計只需拉攏綠黨便可成功組閣，組
成新西蘭數十年以來首個左翼政
府。國家黨黨魁科林斯表示，國家
經濟在疫情下面臨嚴峻挑戰，強調
自己更有能力應對危機。她同時警
告若新西蘭出現左翼政府，意味將
會加稅及採取嚴苛環保政策，對營
商環境不利。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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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今大選工黨料大勝 或24年首單獨執政

全球新冠肺炎死亡人數昨日升
穿110萬人，而美國的確診個案
前日累計突破800萬宗，中西部
州份成為疫情重災區，新增感染
數字和住院人數均見新高。公共
衞生專家指出，隨着天氣轉涼，
令更多人選擇留在室內，加上學
校陸續復課和國民出現抗疫疲
勞，導致疫情加劇。

下月底歐盟峰會取消
美國周三新增6萬宗確診，是8月

14日以來最高，全美不足一個月已
新增100萬宗病例。據路透社分析，
全美25個州份在10月均錄得單日病
例新高，中西部地區周三單日新增
逾2.2萬宗病例，創該地區新高，威
斯康星等州份在過去4周的新增病
例，較此前4周上升一倍。南達科

他州檢測陽性比率突破30%，愛達
荷州和威斯康星州亦超越20%。
威斯康星州前日錄得單日新高

的3,747宗感染個案，該州衞生部
長帕姆指出，感染數字迅速增長
下，住院人數持續增加，部分地
區的深切治療部病床使用率達9
成或以上，過去6周的每日平均
死亡人數增加超過兩倍，當局已

在密爾沃基郊區開設方艙醫院。
法國前日新增逾3萬宗感染個

案，是單日首次錄得逾3萬宗病
例，累計逾80萬人受感染，總統
馬克龍已下令在巴黎等9個疫情
嚴重的城市實施宵禁。德國總理
默克爾昨日宣布，受疫情影響，
取消原定下月26日於柏林舉行的
歐盟峰會。 ■路透社

美確診破800萬 中西部重災創單日新高

美國輝瑞藥廠昨日表示，目前與德國生物科技公
司BioNTech共同研發的新冠肺炎疫苗，可能在下
月底，才向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申請緊急使
用授權，意味輝瑞的疫苗不可能在下月3日大選前
面世。
FDA日前規定，需從藥廠取得新冠疫苗臨床測試

一半參與者的至少兩個月安全數據，才會授權使用
候選新冠疫苗，特朗普則批評這項新規定，令疫苗
無法在大選前面世，形容是「政治謀殺」。輝瑞行
政總裁布拉在公開信稱，根據目前研發進度，估計
到下月第3周才取得安全數據，屆時可向FDA提
交，申請緊急使用授權。 ■路透社/法新社

輝瑞：大選後才申疫苗緊急使用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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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在與新西蘭啟動的「旅遊
氣泡」，只限來自新西蘭的旅
客，免檢疫入境新南威爾斯和北
領地兩個省份，據澳洲廣播公司
(ABC)報道，昨日乘坐「旅遊氣
泡」客機抵達悉尼的旅客，其中
14人隨即轉機前往維多利亞省首
府墨爾本，落機後被澳洲邊防部
門扣留。
墨爾本是澳洲第二波疫情的

重災區，目前仍禁止國際旅客
到訪。ABC報道，該14名旅客
昨日下午抵達悉尼國際機場
後，轉機前往墨爾本，在落機
後被扣留。事件在網上引起迴
響，有網民表示，墨爾本疫情
嚴峻，限制措施已實施多月，
不明白為何有人會在這時間來
到墨爾本。另有網民則表示
「歡迎來到墨爾本酒店」，估

計被扣留人士會被送往酒店隔
離檢疫。
營運首班「旅遊氣泡」客機的

新西蘭航空前日已發表聲明，聲
稱由於澳洲各省份實施不同限
制，由新西蘭前往悉尼以外地區
的機票，不能通過新西蘭航空預
訂，呼籲前往新南威爾斯以外地
區的乘客，需事先查核各省份的
旅遊限制措施。 ■綜合報道

免檢疫入境僅兩省 14人轉飛墨爾本被扣

■■悉尼機場有母親相隔多月與女悉尼機場有母親相隔多月與女
兒重逢兒重逢，，喜極而泣喜極而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深情一吻
深情一吻

神情興奮
神情興奮

飛抵悉尼
飛抵悉尼

■■澳紐首班澳紐首班「「旅遊氣泡旅遊氣泡」」客機由客機由
新西蘭航空營運新西蘭航空營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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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登拉票時與支持者擁抱雅登拉票時與支持者擁抱。。

■■紐約有餐廳在疫下搭建紐約有餐廳在疫下搭建
透明帳篷透明帳篷。。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