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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單日新冠確診破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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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恐斷貨 新冠夾擊爆災難

流感疫苗需求急增 短期內難增產
北半球即將入冬季，將是流感肆虐時期，適
逢今年新冠疫情蔓延全球，醫學家警告若兩種
傳染病同時夾擊，或會引發災難。全球各地目
前對流感疫苗的需求激增，不過疫苗生產商已
表明難以在短期內增產，各地恐出現流感疫苗
荒。
據世界衞生組織統計，全球每年約有近 65
萬人因流感死亡，新冠疫情至今則造成逾 100
萬人病歿。挪威卑爾根大學病毒學教授考克斯
認為，目前仍不清楚今年北半球流感季節的嚴
重程度，但警告新冠疫情和流感夾擊，可能釀
成災難，南非金山大學流行病學副教授科恩也
表示，憂慮兩種傳染病同時肆虐。

德創入貨紀錄 英接種倍增
北半球各國今年加緊採購流感疫苗。德國已

訂購 2,600 萬劑，是該國歷來最多。英國牛津
大學的研究發現，流感疫苗過去 5 年有效預防
當地 15-52%流感個案，政府今年計劃為 3,000
萬人接種流感疫苗，較去年增加一倍。土耳其
藥劑協會原計劃採購 150 萬劑流感疫苗，但協
會主席喬拉克稱，今年疫苗需求量可能增加 2
至3倍。
然而全球 3 大疫苗生產商之一的 Seqirus 表
示，估計今年全球流感疫苗產量只能增加約
2%。

增產需逾一年準備
Seqirus在新冠疫情爆發前，估計各地政府和
醫療機構今年將購買 6.5 億劑流感疫苗，合共
花費 50 億美元(約 387.5 億港元)。儘管目前需
求猛增，但 Seqirus 流感科學事務主管泰勒強

調，擴大生產規模往往需時 12 至 18 個月準
備，難以短時間內提升產量。另一大型流感疫
苗生產商葛蘭素史克亦表示，該公司在今年以
至未來數年，將盡力提升流感疫苗產量，但坦
言無法趕上需求。

感疫苗效用。專家認為除了優先增加疫苗產量
外，各國也要杜絕浪費，確保公眾能接種流感
疫苗。

防疫措施助南半球遏流感

據世界衞生組織統計，全球新冠肺炎上周五
單日確診首次突破 40 萬宗，累計確診個案逼
近 4,000 萬大關，共造成逾 110 萬人死亡。歐
洲同日確診逾 15 萬宗，較美國、巴西和印度
合共單日確診更多。路透社統計，目前全球每
100名新冠患者中，就有34人來自歐洲國家。
法國上周五新增逾 3.2 萬宗確診，屬歐洲國
家中最多。巴黎及其餘 8 個主要城市自前日起
在每晚 9 時至翌日早上 6 時實施宵禁，取消所
有社交活動，居民必須留在家中。宵禁將實施
至少4周，影響近2,000萬居民。 ■綜合報道

然而醫學專家發現，南半球在今年 6 月至 8
月的流感高峰期，感染水平普遍較預期低，
多種嚴重呼吸系統疾病也出現相同趨勢。科
恩認為，由於各地抗疫期間採取戴口罩、勤
洗手、限制社交距離及學校停課等措施，在
遏制疫情的同時，也顯著減少流感個案。
不過有專家指出，今年流感個案減少，或妨
礙分析流感的新病毒株，令科學家更難預計病
毒會否出現新的變異，意味可能影響明年的流

法單日新冠確診全歐最高

美檢察官備戰 靜待總統下台
逾 30 傳票就緒可發 特朗普敗選勢官司纏身

多宗案件已具足夠證據

距離美國大選不足 3 周之際，





總統特朗普的民望仍落後對手拜

妨礙司法公正

登，選情岌岌可危。美國有線新

◆「通俄門」特別檢察官米勒曾指出，特朗普在 10 種
情況下涉嫌妨礙司法公正，至少 4 個已有足夠證據提
訴，包括限制米勒調查範圍、教唆前競選經理馬納福
特勿與檢方合作、試圖辭退米勒，以及掩飾辭退米勒
的舉動

聞網絡(CNN)報道，眾多檢察官
和個別人士已準備入稟法院，控
告特朗普及名下企業涉及金融和稅務欺詐，特朗普本人更面臨
性侵等嚴重指控。一旦特朗普連任失敗，失去總統權力作為

◆特朗普亦可能因發表虛假聲明和作假證，而被控妨
礙司法公正，例如特朗普曾書面回覆米勒的提問，否
認事前得知「維基解密」會在上屆大選外洩民主黨全
國委員會的電郵，但他的說法與其他證據不符，故米
勒曾調查他是否說謊

「擋箭牌」，可能面對連串官司的困局。

由於檢察官能否控告在任總統存
在法律爭議，不少針對特朗普

的訴訟目前被擱置。不過特朗普若連
任失敗，這些訴訟便不再面對重重阻
礙。CNN 強調，聯邦檢察官目前已
準備逾 30 份傳票，涵蓋刑事和民事
訴訟，特朗普本人及名下產業都牽涉
其中。

特朗普名下企業涉欺詐
特朗普目前面臨最嚴峻的危機，是
紐約曼哈頓區檢察官對特朗普名下組
織財務運作的刑事調查。檢察官在法
庭文件指出，調查將涵蓋特朗普及其
名下企業是否涉及銀行、保險、刑事
稅務欺詐，或存在偽造商業記錄等行
為。
特朗普上月被爆出稅務醜聞，法院

已開出傳票，要求他公開稅務申報表
和財務記錄。特朗普律師團曾多次入
稟法院，要求撤銷傳票，卻被聯邦巡
迴上訴法院駁回。特朗普代表律師只
好在上周二入稟最高法院，希望暫緩
執行傳票要求，為準備上訴爭取時
間。

臨性侵指控 侄女控侵佔遺產
紐約檢察官還正調查特朗普名下企
業，是否曾誇大或降低部分資產價
值，以爭取貸款並享受稅務優惠。其
中位於芝加哥的特朗普國際酒店和特
朗普大樓，便獲得逾 1 億美元(約 7.75
億港元)稅收減免。特朗普律師團多
次指控民主黨籍紐約州檢察總長詹樂
霞的調查具「政治動機」，不過也悉
數被法院駁回。一旦檢察官掌握充足

■ 美國檢察官靜待特朗普
下台後發出傳票。
下台後發出傳票
。 法新社
證據，便可隨時將案件提交司法部。
特朗普本人也可能面臨多項指控，
僅外國政府或個人在他名下產業的消
費，便涉嫌違反憲法中的薪資規範。
此外，特朗普還遭兩名女子卡羅爾和
澤爾沃斯指控他涉嫌強姦和性騷擾。
特朗普的侄女瑪麗也已就特朗普和多
名家族成員涉嫌侵佔遺產一事，入稟
法院提訴。

料解放證人爆內幕
分析認為，特朗普若成功連任，由
於部分罪名在紐約州只有 5 至 6 年追

行賄
溯期，特朗普將因其總統身份而免被
起訴。前聯邦檢察官羅傑斯指出，特
朗普的總統權力仍是他免於起訴的
「擋箭牌」，然而只要特朗普離開白
宮，多項提控和相關審理流程便會快
速啟動。
亦有律師強調，特朗普一旦離任，
多名關鍵證人將不再受掣肘，涉及虛
假陳述或稅務欺詐案件，將有更多內
幕曝光，由拜登政府和司法部決定是
否啟動調查。「通俄門」特別檢察官
米勒已表示，他會在特朗普離任後向
對方提出訴訟。
■綜合報道

施，密謀綁架她，最終被聯邦調查局粉碎陰謀。特
朗普前日在密州集會上，不但試圖淡化此事，又呼
籲支持者應促使惠特默重啟密州經濟活動，支持者
此時高呼「鎖起她」，亦即特朗普在上屆大選經常
用於針對對手希拉里的口號。惠特默表示，正是這
類言論令她及其家人和其他官員的人身安全受到威
脅，稱特朗普不應繼續煽動民眾情緒。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競選團隊形容，特朗普
針對惠特默的言論惡毒。
由於密州和威斯康星州均為大選關鍵戰場，特朗
普為挽救岌岌可危的選情，在兩州造勢集會上大打
「恐懼牌」，狠批民主黨人試圖抹殺美國歷史、清
除美國價值觀和摧毀美國人生活方式。
■綜合報道

法多地悼遭斬首教師
舉
「我是教師」
標語
法國數十個城市昨日舉
行集會，大批民眾高舉寫
有「我是教師」的標語
牌，悼念被車臣裔極端分
子斬首殺害的中學教師帕
蒂。
帕蒂疑因早前上課時展
示諷刺伊斯蘭教先知穆罕
默德的漫畫，上周五在巴
黎街頭被殺害。巴黎、里
昂、里爾等城市昨日均舉
行集會悼念帕蒂，並譴責
激進主義與恐怖主義。參
與者包括穆斯林民眾，他
們舉起寫上「我是穆斯林
人，但我反對暴力，我支
持言論自由」的標語牌。
法國各界譴責這次恐

襲，指出是向言論自由的
挑釁。其中在巴黎共和廣
場的集會有數以萬計民眾
參加，總理卡斯泰、巴黎
市長伊達爾戈、巴黎大區
主席佩格萊斯、各政黨領
袖包括激進左派領袖梅郎
雄均有參加。卡斯泰昨日
亦在twitter發文稱「我們不
會害怕，你分裂不了我
們！」
法國教育部長布朗奇接
受法國電視台訪問時表
示，「要展現我們的動
員、團結和全國的凝聚
力，這絕對重要」，呼籲
群眾一起支持教師。
參與者手持「
「我是教師
我是教師」
」的標語
的標語。
。
■綜合報道 ■ 參與者手持

◆外國政府不少官員曾花費入住特朗普集團名下物
業，藉此拉攏特朗普，若特朗普被揭發暗中給予對方
好處，亦可能被控賄賂
合謀欺詐
◆如果華府官員打壓郵政署以干預大選結果，等同阻
礙聯邦機構，特朗普可能因此被視為合謀者或幕後指
使人而遭控告
違反競選財務法
◆特朗普前私人律師科恩曾向聲稱與特朗普有染的成
人電影女星克利福德，支付 13 萬美元(約 100 萬港元)
「掩口費」。科恩前年承認違反競選財務法，司法部
亦早已掌握針對特朗普的足夠證據
商業犯罪

特朗普密州打
「恐懼牌」高呼
「鎖起州長」
美國總統特朗普一直不滿密歇根州女州長惠特
默採取嚴格防疫措施，他前日在當地舉行造勢集會
時再度抨擊惠特默，支持者此時高呼「鎖起她」
(lock her up)口號，特朗普迅即和應，稱「把他們
全部鎖起來」，民主黨籍的惠特默批評特朗普不應
縱容這些不當言論。
有右翼民兵組織早前因不滿惠特默收緊防疫措

◆特朗普曾威脅扣起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迫使對方
蒐集競選對手拜登的黑材料，其後因此遭到彈劾，雖
然最終避過罷免，但檢方仍可在他卸任後展開調查

◆科恩作證指特朗普虛報資料以提高個人借貸信用和
避稅，涉及避稅、銀行欺詐和呈報虛假商業記錄等罪
行
違反《哈奇法》
◆特朗普要求下屬在白宮舉行造勢活動，利用行政機
關資源以達到政治目的，明顯違反《哈奇法》
■綜合報道

紐近 3 周首本地確診
大選翌日始公布
大勝。
新本地個案的患者為一名碼頭
工人，在上周五出現病徵，翌日
接受病毒檢測。希普金斯當晚 6
時 11 分 接 獲 檢 測 呈 陽 性 的 報
告。希普金斯解釋稱，當天大選
投票時間於晚上 7 時結束，由於
法例禁止任何人在投票時段內，
作出任何影響選民的事情，故他
認為即時發布消息並不恰當，最
終決定翌日才公布。

法新社

■ 希普金斯
希普金斯((後排中
後排中))在大選結束前已
維省放寬封城令
接獲確診通報。
接獲確診通報
。
網上圖片
新西蘭衞生部昨日公布新增一宗新冠肺
另一邊廂，澳洲維多利亞省近日新增感
炎社區確診個案，是當地過去 3 周以來首 染個案跌至單位數，墨爾本決定放寬實施
宗本地病例。雖然衞生部長希普金斯在前 逾百日的封城令，解除居民進行戶外活動
日大選當晚已接獲通報，但他認為不適合 不得超過兩小時的限制，但仍禁止舉行大
在投票結束前公布，故決定昨日才宣布消 型公眾集會，食肆亦只能提供外賣或送遞
息。總理雅登因抗疫有功，最終在大選中 服務。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