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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聚減至 5 人 人多場所強制掃碼

● 新加坡聚會人數將減至
新加坡聚會人數將減至5
5 人。

彭博社

即將於本月下旬與香港實施「旅遊氣泡」的
新加坡，近日本地確診個案持續增多，更出現
多個涉及不同變種病毒的集體感染群組。鑑於
疫情升溫，新加坡政府昨日宣布收緊防疫措
施，從本周六起將限聚規定由 8 人收緊至 5 人，
並降低辦公室辦公人數，暫停大型體育賽事及
關閉室內健身室。當局亦宣布提前兩星期於本
月 17 日起，強制民眾出入人多場所時，使用
「合力追蹤」應用程式或攜手防疫器登記。

海陸空失守 屢現互無關連群組
新加坡昨日錄得 29 宗確診變種毒株的本地感染個案，
分別感染源自南非、英國、巴西和印度的 6 種變種毒
株，其中感染印度 B.1.6172 毒株的 7 名患者涉及 3 個感染
群組，之間沒有任何關連。這 7 人當中，有 5 人屬爆發
集體感染的陳篤生醫院醫護及病人，其餘兩人分別是口
岸職員及一名在護理設施工作的清潔工。另外 3 名患者
則感染印度 B.1.6171 毒株，是此前一名海外輸入患者的
親屬。
至於感染南非 B.1.351 毒株的 8 人當中，有 5 人從事海事
業，相信是從外洋船隻上接觸到病毒，其餘 3 人包括一名
在尼泊爾工作的建築項目經理，以及兩名外勞。另外 7 名
患者感染英國 B.1.1.7 毒株，其中 3 人在樟宜機場皇冠假日
酒店Azur餐館工作，相信曾與外國機組人員有過接觸，其
餘 4 人包括在新加坡童軍總會工作的 39 歲男子和他的妻
子，以及41 歲新航空姐的丈夫和女傭。另外4 名患者則分
別感染英國 B.1.525 毒株及巴西 P1 毒株，其中一名巴西毒
株感染者懷疑在隔離設施受感染，其餘 3 人則是此前個案
的親屬。

入境隔離期增至21日
爆發集體感染的陳篤生醫院至今已錄得40宗個案，新加
坡衞生部醫藥服務總監麥錫威表示，不排除是患者或訪客
沒有戴口罩所致，亦有可能是出現最多確診病例的 9D 病
房空氣流通有問題。
鑑於疫情反彈，領導政府抗疫跨部門工作小組的教育部
長黃循財宣布從本周六起收緊防疫措施，社交聚會限制人
數由最高8人減至5人，企業只要員工能在家辦公，任何時
候回工作場所辦公的員工總數將從 75%下調至50%以內。
當局亦進一步收緊邊境管制措施，從周六起所有從高風險
國家或地區入境的旅客，強制隔離期由 14 天增至 21 天，
與新加坡有「旅遊氣泡」的地區暫時不受影響。
當局同時收緊大型活動、宗教場所、婚宴活動等的人數
限制。參與宗教場所集會、現場活動等的人數若超過 100
人，必須接受提前病毒檢測。教育部則強制所有學生在校
期間，必須使用合力追蹤應用程式或攜手防疫器，學校職
員與訪客也同樣如此，以加快追蹤工作，及時阻斷病毒傳
播。
●綜合報道

印度新冠疫情嚴峻，全球多國紛紛伸出援手，不
過近年不斷試圖拉攏印度的美國，卻遲遲未有提供
協助，做法就連美國的印裔商界領袖也看不過眼。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多名美國印裔商界領袖在
印度疫情急劇惡化後，多次施壓華府援助印度，但
白宮當時只顧籌備 4 月 22 日舉行的氣候峰會，忽視
印度疫情的嚴重性，最終這些印裔高管決定自己出
手，由企業籌集物資援助家鄉。
由美國印裔高管組成的組織「美國印度戰略夥伴
論壇」（USISPF）曾於上月 23 日致函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白宮亞洲事務顧問坎貝爾及國安顧問沙利
文，敦促華府盡快協助印度，印度駐美使館同日亦
向國務院提交希望獲得的物資清單。然而當時白宮
正舉行總統拜登上台以來首場氣候峰會，忙着招待
40 多名與會領袖，結果未有理會商界及印度方面的
要求。

微軟 Adobe 參與 集逾萬製氧機
《金融時報》指出，印度過去鮮有公開向國際社
會求助，但今次很多國家都積極對印度施以援手，
報道特別提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曾多次表明願意並
準備好向印度提供所需協助。不過在同一時間，華
府不僅未有向印度伸出援手，反而對外強調要繼續
以美國疫情為先，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在 4 月 22 日
便表示，華府最優先目標是「繼續為美國民眾接種

屢現孕婦失救 官員籲延遲生育
巴西的新冠疫情已造成逾 40 萬人死
亡，超過 1/3 為 59 歲或以下人士，更有
5%死者不足 39 歲，遠高於美國的 1.5%
及英國的 0.64%，反映巴西疫情趨向年
輕化。
根據巴西衞生部數據，隨着愈來愈多
長者接種疫苗，60 歲以上年齡組別的死

認華府只聚焦氣候峰會，強調「在背後」與印方密
切溝通，協調運送物資，但承認未有公開行動，令
人誤解華府對印度的情況袖手旁觀。
印度昨日新增逾 35.7 萬宗確診個案，累計確診升
穿 2,000 萬宗，疫歿人數突破 22 萬。美國布朗大學
公共衞生學院院長賈哈表示，他接觸的多名印度官
員均相信，疫情在未來數天將會好轉。賈哈對此深
感憂慮，警告對方印度未來數周的疫情將「非常可
怕」，當局必須嚴格執行防疫措施，包括封城、進
行更多檢測、全民戴口罩及避免大型聚會。
●綜合報道

官員辯稱
「背後溝通」
至於白宮方面，則一直要等到 4 月
26 日拜登與印度總理莫迪通電話
後，才宣布將向印度等國家出口
6,000 萬 劑 牛 津 ／ 阿 斯 利 康 疫
苗，並於
之後再
公布提
供其他
醫療物資
援助，但直
至 5 月初物資才運
抵印度。美國官員否

● 左起
左起：
：納德拉
納德拉、
、班加和
納拉揚私下聯絡出一份
力。
網上圖片

墨西哥高架橋斷裂 列車墜地23死

內醫療系統崩潰。
奧利表示，政府已與中國和俄羅斯等
國家磋商，希望盡快獲得疫苗，他強調
疫苗和藥物是「全球公共產品」，應供
應給所有人。
●路透社

亡率已下降一半，目前 59 歲或以下組別
的確診、住院和死亡人數，增長速度均
較長者快，原因是不少年輕人認為他們
出現重症或死亡的風險較低，令他們更
常群聚，並漠視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
離等重要防疫措施。

路透社

疫苗」，言論一出立即在印度引起公憤。
不少印裔高管眼見華府無意出手，紛紛想辦法自
行協助同胞。印度出生的萬事達卡主席班加、Adobe 行政總裁納拉揚及微軟行政總裁納德拉私下溝通
後，關注印度不少醫院缺乏醫療氧氣等物資，於是
立即聯絡 10 多間跨國企業的高層，以及 USISPF 等
商界組織，協調運送物資行動。德勤會計師樓總裁
浦仁傑之後宣布捐出1.2萬部製氧機，萬事達卡捐出
1,000部製氧機和2,000張病床，波音捐出1,000萬美
元（約 7,760 萬港元）援助金，USISPF 則找到 11 個
低溫貨櫃，用作儲存和運送氧氣設備。

● 一名
一名尼泊爾人送別病
尼泊爾人送別病
逝的家屬。
逝的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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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疫情年輕化 5%死亡不足39歲

● 巴西疫情出現年輕化跡象。

印度變種病毒威
力強勁，美國印度
裔傳染病專家卡皮
拉前日在印度染疫
病逝，據報他生前
曾接種兩劑輝瑞疫
苗，但仍不敵變種
病毒。
多名認識卡皮拉
的專家在網上透
露，卡皮拉早前從
美國回到印度北方
邦的家鄉，照顧患
病的岳父，結果不
幸自己也染疫，並
於發病後不久病
逝。卡皮拉一名朋
友稱，卡皮拉生前
已經接種兩劑輝瑞
疫苗，但仍然受感
染並死亡。
●綜合報道

華府無視印度求救 印裔 CEO 自發助同胞

尼泊爾確診新高
求助中俄疫苗
尼泊爾第二波新冠疫情惡化，前日錄
得 7,388 宗確診，是疫情爆發以來最高，
累計逾 34.3 萬宗病例，3,362 人疫歿。衞
生部表示，現時尼泊爾急需至少 160 萬
劑牛津／阿斯利康疫苗，才能為已接種首
劑的民眾，在規定時間內打第二針。
目前尼泊爾已有逾 200 萬人，分別接
種印度生產的阿斯利康疫苗或中國國藥
疫苗，但上月因供應不足而暫停接種。
一直被批評抗疫不力的總理奧利前日發
表電視演說，促請其他國家和國際組
織，向尼泊爾供應疫苗和藥物，以免國

美印裔專家病逝
打兩針輝瑞仍不敵變種

單日增 29 宗變種 星洲防疫大收緊

巴西自去年爆發疫情已來，已有至少
803名孕婦死亡，當中逾半數在今年內身
故，當地官員近期呼籲女性延遲生育計
劃，直至疫情受控為止。有婦產科醫生
亦警告，婦女懷孕和生育期間死亡的情
況嚴重，指出不少婦女無法入住深切治
療部或未獲提供呼吸機。
●綜合報道

● 高架橋倒塌
高架橋倒塌，
， 部分車廂
直墜地面。
直墜地面
。
路透社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前晚發生嚴重交通
事故，一輛地鐵列車駛經高架路段時，高
架橋突然坍塌，部分車廂墜落地面，造成
至少 23 人死亡及約 70 人受傷。發生事故
的地鐵線事後暫停運作，市長欣鮑姆下令
調查肇事原因，並檢查有關路線設施的結
構。
事發於當地時間前晚約 10 時 25 分，地
鐵 12 號線一架列車駛至奧利沃斯站時，
離地約 5 米的高架橋突然斷裂塌下，路面
有汽車走避不及被壓毀，揚起大量灰塵，
事後兩卡車廂呈「V」形懸吊在橋面上。
當局事後封鎖現場，派出數百名救援人
員進行搜救，將傷者送往市內多間醫院救
治，部分傷者傷勢嚴重。欣鮑姆事後到場
視察，表示事故是因高架橋一條樑柱斷裂

造成。

結構早現問題 列車過建築晃
墨西哥地鐵於 1969 年啟用，每日平均
客運量逾 400 萬，是美洲第二大地鐵系
統，僅次於美國紐約市。今次出事的 12
號線是最新路線，由現任外長埃布拉德擔
任墨西哥城市長期間建造，於 2012 年通
車，路線以金色標記，又被稱為「黃金
線」。埃布拉德在社交平台發文，形容事
故是「可怕的悲劇」，向受害者家屬致
哀，強調自己有需要時可配合當局調查。
事故現場附近的居民透露，每當列車駛
過該高架橋，附近建築物都出現搖晃，相
信高架橋的結構有問題，他一直感到非常
擔心。
●綜合報道

● 拯救 行動 徹夜 進
行。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