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月1

日，朝鮮勞動黨委員長金正恩向中共中央

總書記習近平致親署信，代表朝鮮黨和人

民就中國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表示誠摯慰問並提供支持。習近平對金正

恩委員長、朝鮮黨和人民的慰

問與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金正恩在信中表示，我本人及朝鮮黨

和人民將中國發生的此次疫情看作自己的

事情，我們堅信，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

領導下，中國黨、政府、人民一定能夠打

贏疫情防控阻擊戰。借此機會，我向奮戰

在疫情防控一線的全體中共黨員和醫護人

員致以問候，向被疫病奪去親人的家庭表

示深切慰問，並向中方提供支持。請尊敬

的習近平總書記保重身體，祝中國人民平

安幸福。

此外，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長、聯合國

前秘書長潘基文1月31日發表聲明稱，中

國必將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潘基文

在聲明中表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

蔓延，緊張的氣氛遍佈全球。在這一艱難

的時刻，中國人民萬眾一心、共克時艱。

作為中國的朋友，我謹向全力抗擊疫情的

14億中國民眾致以誠摯的慰問和崇高的敬

意，向患者表示慰問，向逝者表示哀悼。

中國常駐維也納聯合國代表團1月31日

舉行專場吹風會，表達了中國政府始終以公

開、透明、負責任態度及時向國內外發佈和

通報疫情信息，回應各方關切，加強與國際

社會合作的堅定態度，並表示中方將堅定

履行國際義務，保障在華外國公民的生命

安全與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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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台辦在省疫情防控指揮部的

統一指揮和國台辦指導下，本着“兩岸

一家親”的精神和高度重視關懷台胞健

康福祉的宗旨，積極開展疫情防控涉台

工作，採取有力措施保障在鄂台胞正常

生活，包括及時匯總台胞健康狀況、返

鄉意願等各方面信息。據了解，省台辦

近日將協助安排首批200多名台胞乘民航

包機從武漢返回台灣。 ■中新社
新型冠狀病毒為何如此狡猾？有的

患者沒有明顯症狀卻悄悄傳染他人？同

濟大學醫學院、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

左為教授1日說，這是因為病毒首先攻擊

的不是上呼吸道，而是位於人體深部的

肺泡。病毒進入人體，直接進入肺泡，

並迅速激活機體的炎症反應來攻擊肺組

織。肺泡裡沒有神經組織，因此病人不

怎麼咳嗽。 ■中新社
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1日晚發佈最新

研究成果，在某些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

肺炎確診患者的糞便中檢測出病毒RNA

陽性，很有可能提示糞便中有活病毒存

在，這意味着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存在糞

口傳播可能性。 ■新華社
針對新型冠狀病毒是否存在母嬰傳

播的問題，中國國家衛健委專家表示，

目前尚不能確認，沒有足夠數據來證實

是否存在母胎傳播的風險。對於具體案

例，專家表示，將綜合病人的具體情

況，需要多個專業的醫生共同討論繼續

或終止妊娠，最主要的考慮點是孕婦安

全。 ■香港文匯報
連日來，中國各宗教團體採取實際行

動參與疫情防控，助力抗“疫”。根據各

地實際情況，各宗教團體減少或停止了公

共活動，同時為民眾祈福，又紛紛捐款捐

物、募集善款與醫療物資。 ■中新社

新聞 速遞使領館提醒國人關注各國出入境管制

習近平感謝金正恩來函慰問支持中國抗疫

李克強考察調度平台促優先保障重點地區需要

中央全力保障醫療物資供應

李克強聽取了當前醫用防護服、口

罩等重點防控物資生產、調度和

保障情況匯報。李克強說，加快醫療防

控物資生產、增加供應保障能力，是降

低疫情感染患者死亡率、提高治癒率和

做好防控工作的必要條件。增加供應就

是增強抗擊疫情的戰鬥力。要充分挖掘

潛在產能，在保證質量的基礎上爭分奪

秒增加生產，還要創造條件擴大產能。

要完善不同場所、不同人群科學使用醫

療防控物資的標準，醫護工作者戰鬥在

抗擊疫情第一線捨己救人，自身也需要

防護，重點醫療防控物資首先要保證他

們的需要。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要加強

重點醫療防控物資全國統一調度，各職

能部門要齊心協力，對湖北省特別是武

漢市等疫情防控重點地區，醫療防控物

資要優先保障。

群眾生活必需品保供任務加重
李克強分別與生產醫用防護服、

口罩的河南、福建兩地企業視頻連線，

對加班加點工作的工人們表示慰問。企

業介紹目前生產情況，均表示要抓緊生

產，為全國防控疫情出力。李克強詢問

企業生產還有哪些困難、原料等是否能

有效保障。他說，疫情防控是當前全國

上下共同的緊迫任務，醫療防控物資保

障供應是其中的重要一環，生產企業是

抗擊疫情的“軍工廠”，多生產一件產

品，就是對醫護人員和人民群眾多一重

保護、多一道安全屏障。希望你們開足

馬力，保質擴量增加生產。

李克強叮囑，隨着疫情防控工作

的持續推進，群眾生活必需品保供任務

會加重。要保障好蔬菜、肉食、蛋奶等

的供應。各地要努力增加供給，維護正

常交通秩序，暢通綠色通道，協調做好

物流配送，保證批發市場、超市、便利

店補貨及時、正常供應和價格基本穩

定，依法嚴懲哄抬物價、囤積居奇、牟

取暴利等行為，打擊假冒偽劣，維護市

場秩序，保障人民群眾正常生活。

菲律賓確診1死 境外首例
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2日發佈

消息稱，1日24時，31個省（自治區、

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確診病例

2,590例，新增死亡病例45例。截至1

日 24 時，全國累計報告確診病例

14,380例，累計死亡病例304例，累計

疑似病例19,544例。港澳台地區共通報

確診病例31例：香港特別行政區14

例，澳門特別行政區7例，台灣地區10

例。

在海外，菲律賓確診第2宗病例，

其中一名來自武漢患者延至上周六不

治，為首個在中國境外死亡的個案。菲

律賓當局宣佈，暫時禁止來自中國的任

何旅客入境，菲律賓國民除外。

香港文匯報訊 綜

合報道：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李克強2月1日赴疫情防控國家重

點醫療物資保障調度平台考察，強調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

中央堅強領導下，全力保障重點醫療防控物資生產供應，優化調

度，優先保障重點地區需要，同時保障好生活必需品供應，為打贏

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必要條件。

歐盟向華運送12噸防護裝備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根據

中國公安部疫情防控統一部署，各地公安

機關食藥偵部門成功偵破多起口罩、消毒

液等防護物資領域製假售假、哄抬物價的

刑事案件，有力保障了疫情防控工作。截

至2月1日，各地公安機關食藥偵部門已

累計偵破此類刑事案件26起，抓獲犯罪嫌

疑人75名，查扣涉案口罩142餘萬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歐盟2月1日宣佈，歐盟各成員國

已調動12噸防護裝備運往中國，協助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據歐盟委員會聲明，中方向歐盟提供防護裝備需求信息後，歐盟

委員會應急響應協調中心正與所有歐盟成員國聯繫，為運送中方所需

的個人防護裝備提供便利。

另據中國外交部2月1日通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應約同歐盟

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通電話。李克強強調，中方當前正在全力保障奮

戰在抗疫一線醫護人員所需的醫療物資，也希望歐盟為中方通過商業

渠道從歐盟成員國緊急採購醫療物資提供必要便利。中方願同包括歐

盟在內的國際社會加強信息、政策溝通和技術交流，開展相關合作。

自美進口防疫物資免加關稅
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1日公佈，對按照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進口物資免稅政策進口且原產於美國的物資，不實施對

美加徵關稅措施，即恢復中國對美232措施所中止的關稅減讓義務、不

加徵中國為反制美301措施所加徵的關稅；已加徵稅款予以退還。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2日印發《新型冠狀

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遺體處置工作指引

（試行）》指出，新冠肺炎患者死亡後遺

體應當就近全部火化，不得採用埋葬或其

他保存遺體方式，不得移運。

文件指出，對於患者遺體，由所在醫

療機構醫務人員按照規定，對遺體進行消

毒、密封，密封後嚴禁打開。醫療機構應

當在完成遺體衛生防疫處理、開具死亡證

明、聯繫親屬同意火化後，第一時間聯繫

殯儀館盡快上門接運遺體。

遺體運送到殯儀館後，殯儀館設置臨

時專用通道，由殯儀館專職人員將遺體直

接送入專用火化爐火化。遺體不得存放、

探視，全程嚴禁打開密封遺體袋。

■■中國國務院總理中國國務院總理、、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李克強李克強11日赴疫情防控國家重點醫療物資保障調度平台考察日赴疫情防控國家重點醫療物資保障調度平台考察。。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近

日，中國駐各國使領館紛紛就新型冠狀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發佈提醒，呼籲在

海外的中國公民及時關注各國出入境管

制措施變化，做好疫情的防範工作。

根據中國駐外使領館發佈的消息，

一些國家對中國公民採取了限制入境的

措施。美東時間2月2日下午5時起，美

國將對過去14天內訪問過中國的外國人

（美國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直系親屬除

外）暫時禁止入境；澳洲自2月1日起

禁止所有從中國大陸出發的人員入境

（澳國籍、澳國永久居留以及上述人群

家屬除外）；日本自2月1日起對入國

申請日前14日以內在湖北逗留過的外國

人以及持有湖北省發放護照的中國人拒

絕入境。另外，新加坡、朝鮮、巴布亞

新畿內亞、赤道畿內亞、蒙古國等國家

也對中國公民有限制入境的措施。

還有一些國家對中國公民採取了簽

證收緊的措施，俄羅斯暫停為中國公民

辦理赴俄旅遊電子簽證；菲律賓暫時收

緊向中國湖北籍公民頒發簽證，暫停向

中國公民簽發落地簽證；捷克暫停向中

國公民頒發簽證。哈薩克斯坦、斯里蘭

卡、亞美尼亞、越南等國對中國的簽證

政策也有變化。

建議僑團做好疫情防控
部分國家加強了疫情篩查工作，加

拿大、阿聯酋、韓國、德國、英國、冰

島、斐濟、南非、墨西哥、巴西等國在

入境口岸對旅客進行體溫檢測和疫情篩

查，發現疑似病例進行隔離觀察，其中

部分國家還要求中國公民填寫並提交健

康狀況申報表。各國往來中國的航班也

有所調整。

中國駐外使領館還對僑團僑社的疫

情防控工作提出了建議，中國駐日本使

館提議各僑團建立內部登記排查制度，

取消大型室內活動，積極為僑胞提供信

息咨詢、心理疏導等服務；中國駐烏干

達使館則與當地的僑團一起成立了防範

疫情聯席會議機制，便於及時通報情

況，制定防控舉措。

使領館同時呼籲中國公民如在國外

出現發熱、咳嗽、無力等可疑症狀，應

立即就醫，並及時通知當地使領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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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與中新社報道，按

照中央軍委命令，空軍2日凌晨出動8架大型運輸

機，分別從沈陽、蘭州、廣州、南京起飛，向武漢

緊急空運795名軍隊支援湖北醫療隊隊員和58噸物

資，上午9時30分全部抵達武漢天河機場。這是繼

汶川、玉樹抗震救災之後，空軍參與非戰爭軍事行

動同時出動大型運輸機數量最多的一次。

執行這次緊急任務的空軍航空兵某師，先後出

色完成汶川、玉樹抗震救災和抗擊冰雪雨凍災害等

任務，並在除夕緊急空運3支軍隊醫療隊馳援武漢，

具有豐富的遂行非戰爭軍事行動經驗。作為先行馳

援武漢的3支軍隊醫療隊之一，空軍軍醫大學所屬西

京醫院、唐都醫院、986醫院的醫務人員，均具有豐

富的防控治療傳染性疾病經驗，在此次疫情防控中

發揮重要作用。

抽組1400人擔起火神山任務
另外，經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批准，軍隊抽組

1,400名醫護人員於3日起承擔武漢火神山新型冠狀

病毒感染肺炎專科醫院醫療救治任務。該醫院主要

救治確診患者，編設床位1,000張，開設重症監護病

區、重症病區、普通病區，設置感染控制、檢驗、

特診、放射診斷等輔助科室。

此次抽組的醫療力量來自全軍不同的醫療單

位，其中，聯勤保障部隊所屬醫院抽組950人，先期

抵達的陸軍軍醫大學、海軍軍醫大學、空軍軍醫大

學450人納入統一編組。此外，從解放軍疾病預防控

制中心、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抽組15名專家

組成聯合專家組，現地指導醫院疫情防控工作。

■戴着口罩的乘客1月31日走出澳洲布
里斯班機場。 網絡圖片

美 國

從湖北返美的美國公民須被強制隔離14
天，過去14天曾前往中國的外籍旅客則禁
止入境，只限7個主要機場經營往返中國航
班。

澳 洲

14日內曾前往中國內地的外籍人士不得入
境，曾到中國內地的澳洲公民，也需要隔
離14日。

科威特

禁止持中國護照或香港特區護照者入境，
過去兩周曾到訪中國的該國國民也被禁入
境。

新加坡

禁止所有持中國護照，或過去14天到過中
國內地的遊客入境或過境。

日 本

拒絕持有湖北省發出的中國護照人士，或
在申請進入日本前14天到過湖北省的人入
境。日本亦提升湖北省以外中國地區的旅
遊警示至第二級，呼籲國民如非必要應避
免前往。

俄羅斯

關閉遠東地區邊界。除了俄羅斯航空公司
往返北京、上海、廣州和香港的航班外，
俄羅斯往返中國的其他航班將從2月1日起
停止。

意大利

進入國家緊急狀態，暫停來往中國航班。

多國實施入境管制等措施

■紐約肯尼迪機場工作人員戴上防護口
罩。 法新社

■■空軍空軍88架飛機緊急空運軍隊架飛機緊急空運軍隊
醫療隊抵達武漢醫療隊抵達武漢。。 中新社中新社

■大公報整理

衛健委：患者死後就近火化

公安查扣142萬隻假劣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