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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長安街知事微信公號轉
發貴州省紀委監委消息，貴州省煤田地質
局局長、茅台集團原董事長高衛東涉嫌嚴
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審查調查。

袁仁國被立案後進集團
高衛東是河南鄧州人，出生於1972年11
月，大學在貴州工學院土建系學習，畢業
後留在貴州。在貴陽市工作多年，曾任市
交通運輸局局長、市政府黨組成員、副市
長等職。2012年至2016年間，兼任貴州貴
安新區管委會副主任。2017年2月，高衛
東轉任貴州省交通廳黨委書記、副廳長，
2018年1月接任廳長。2020年3月任茅台
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2021年8月，高

衛東離開茅台集團，出任省煤田地質局局
長。
根據貴州省紀委監委消息顯示，今年1

月，貴州省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茅台集
團原黨委書記、董事長袁仁國受賄案作出
一審公開宣判，對袁仁國以受賄罪判處無
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
人全部財產；對袁仁國受賄所得財物及其
收益依法予以追繳，上繳國庫。「袁仁國
受賄」前後，茅台集團及其子公司，甚至
茅台學院，包括袁仁國共有16位高管被查
處。
袁仁國被立案調查後，茅台集團高層經

歷大換血。高衛東就是在此背景下從貴州
省政府體系進入茅台集團的。

茅台原董事長高衛東被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13日應約同希臘
外長登迪亞斯通電話。
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希建交 50周
年。半個世紀以來，雙方始終相互欣
賞、相互包容、相互幫助，尊重彼此人
民選擇的發展道路，支持各自的核心利
益和重大關切。中方願同希方以建交50
周年為契機，規劃兩國關係未來發展藍
圖，積極拓展交通、能源、旅遊、基礎
設施、綠色和數字經濟等各領域務實合
作，開闢兩國互利合作的新前景。雙方
要發揮文明古國和文化大國優勢，繼續

致力於倡導不同文明交流互鑒，弘揚和
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
全人類共同價值，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
出更大貢獻。
雙方就烏克蘭問題交換了意見。

促警惕新冷戰回潮
王毅表示，中方充分理解包括希臘在

內的歐洲國家對局勢的擔憂。中方同樣
期望早日停火止戰、恢復和平。衝突如
長期化、擴大化，歐洲利益將會受到更
大傷害。希望歐洲作出明智選擇和冷靜
決策，避免局勢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

步。歐洲的安全還是應掌握在歐洲人自
己手中。中方將繼續勸和促談，支持一
切有利於政治解決的努力。
王毅強調，當前形勢下要警惕新冷

戰回潮，反對借機在全球挑動陣營對
抗。各方應秉持共同、綜合、合作、
可持續的安全觀，堅持真正的多邊主
義，既尋找實現歐洲長治久安的切實
途徑，也促進世界的持久和平與發
展。中方反對一些勢力以烏克蘭危機
為由，鼓吹北約進一步向亞太拓展。
試圖打造「亞太版北約」只會給地區
安全帶來嚴重傷害。

王毅與希臘外長通話
中方反對以烏危機為由鼓吹北約向亞太拓展

台灣疫情蔓延程度令人心
驚。13 日新增本地確診病例
64,972例，連續兩日本地確診
人數逾6萬；另新增41例死亡
病例，錄疫情以來新高。但台

灣當前藥品及抗原快篩試劑等防疫物資準備不
足，當局防疫亂象不斷引發民怨。

本地抗疫藥炒至千三元1盒
據聯合新聞網13日報道，台灣近期確診人數激

增，新冠治療藥卻全台大缺貨，一盒原價約新台幣
2,000元（約約港幣527元）的本地抗疫用藥「台灣
清冠一號」在黑市的價格甚至被炒到新台幣5,000
元（約港幣1,317元）。由於民進黨當局要求只有
重症患者才能購買瑞德西韋（Remdesivir），很多
確診者只能去購買成分類似的藥品，因此延誤治
療。

對此，中國國民黨醫療委員會13日發文指出，
造成該局面的原因是當局準備不足。「沒有提前
部署，又層層卡關設限，導致治療藥物和物資採
購量不夠，最後民眾受苦。」

除藥品外，連日來台灣多地快篩試劑也「一劑難
求」，各藥房均出現排隊人潮，高昂的價格引發民

眾抱怨。在此背景下，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卻

在社交媒體上自誇台灣防疫「成績相當好」，更
引發島內社會不滿。

司機缺快測包民眾不敢搭的士
據ETtoday新聞雲報道，13日下午，有近百名

島內司機前往當局台灣地區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抗
議，抗議者不斷大喊「民進黨無能」、「我要快
篩劑」、「草菅人命」等口號。當局疾管部門在
門口架起鐵欄。

台北市的士司機工會發言人李威爾稱，目前全
台能上工的的士司機不足四分之一。消費者不知
司機是否確診，也不敢隨意搭車。因買不到快篩
劑，司機更無法自行快篩。他痛批，當局要民眾
「跟病毒共存」，卻沒有快篩和治療藥品，放任
大家自生自滅。「我們已經受不了，生活過不
去，指揮中心又沒東西給我們，每天講空話。」

指揮中心近日也曾被數百名抗議者包圍，抗議者
包括一線醫護人員及機師工會成員，他們痛批民進
黨當局防疫部署落後，要求當局合理配置人力，避
免醫療崩潰。

台灣消費者基金會13日表示，呼籲民進黨當局
參考香港做法，公布已為世界主要國家核准的快篩
試劑產品名單，方便民眾及進口業者查閱，並監督
市售快篩劑的品質與效能。 ◆中新社

「上海、北京等地正在刻不容緩推進疫情
處置，盡快實現社會面清零」，國家

衞健委疾控局副局長雷正龍表示，針對病毒的
不斷變異，國家衞健委不斷總結經驗，完善防
控措施。此外，各地也在加強防控準備，強化
區域協防，多措並舉加強方艙醫院、定點醫
院、集中隔離點等資源儲備，做好常態化核酸
檢測工作，提升早發現能力；進一步完善新冠
肺炎疫情下的救治體系，全力保障群眾日常看
病就醫需求；繼續推進疫苗接種工作。

上海制訂鞏固防控成果方案
在13日舉行的上海市政府新聞發布會上，

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吳清介紹，目前上海疫情
防控形勢持續穩中向好，在相關風險人群篩
查中的感染者數量近三天共報告6例。上海
的目標是在本月中旬實現社會面清零。屆
時，上海將按照疫情防控常態化的要求，逐
步由應急處置狀態下的封控區、管控區、防

範區，向常態化防控下的高中低風險地區分
類管理轉變。
上海正制訂持續鞏固疫情防控成果、有序

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的總體方案。一方
面，上海正通過核酸篩查、轉運隔離、醫療
救治、環境整治等，持續鞏固防控成果。另
一方面，上海還將根據疫情形勢變化，有序
恢復交通出行；超市賣場、便利店、百貨商
場有序恢復線下營業；理髮、洗染服務也將
逐步通過線上預約、線下錯峰限流開放；優
先安排有高考和中考任務的高三、高二、初
三年級學生復學等。
另外，上海加快推進常態化核酸採樣點布局

建設工作。截至5月12日，上海共布局設置各
類核酸採樣點超過9,900個點位，16,000個工
位，其中，超過5,700個點位已經開放運營，
核酸檢測能力已達到每日800萬管以上，主要
為城市保供人員、復工復產企業和防範區居民
提供服務。同時，上海結合正在開展的社區篩

查工作，進一步優化「採、送、檢、報」流
程，提升實戰能力。

各地需進一步擴大採樣隊伍
針對內地大城市建設15分鐘核酸「採樣圈」
問題，國家衞健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郭燕紅
表示，「採樣圈」需要進一步擴大核酸檢測採
樣人員隊伍，各地正探索鼓勵具有衞生專業背
景的人員經培訓後參加工作，她表示，內地目
前已有1.3萬家醫療衞生機構可開展核酸檢測，
擁有15.3萬專業技術人員從事相關工作，每天
核酸檢測的能力已達到單管每日5,700萬管。
國家衞健委要求，各省在方艙醫院建設上要

做到有備無患，要以地級市為單位常規建設或
改造一定數量的方艙醫院，基礎設施要提前布
局改造到位；做好方艙醫院醫務人員和醫療設
備的準備工作，一旦發生疫情能在24小時內
將醫務人員以及相關設備投入到位，為實現應
收盡收、應治盡治提供支撐。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3日在例行記者
會上應詢時表示，由於美方不顧中方嚴
正立場，違背國際社會關於一個中國原
則的共識，執意邀請台灣方面參會，中
方無法出席美國當地時間5月12日舉行
的第二屆全球抗疫視頻峰會。

反對任何國家借抗疫搞政治操弄
趙立堅表示，中方歡迎一切有助於國

際社會團結抗疫、科學抗疫的努力，但
反對任何國家借抗疫搞政治操弄。
趙立堅強調，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

來，中國率先提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
理念，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確保全球抗
疫物資供應鏈穩定，積極推進疫苗國際
合作，助力全球疫情防控。
他指出，截至2022年5月上旬，中國

已累計向153個國家和15個國際組織提
供了46億件防護服、180億人份檢測試
劑、4,300餘億個口罩等抗疫物資。中
方最早宣布將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
最早支持新冠疫苗知識產權豁免，率先
同發展中國家開展聯合生產。中國已向
12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供應超過22億
劑新冠疫苗。
趙立堅表示，習近平主席去年底宣布

再向非洲、東盟分別援助6億劑、1.5
億劑疫苗，正在穩步推進。這些都為促
進疫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負擔
性作出了重要貢獻。中方還向34個國
家派出37支醫療專家組，與180多個國
家和國際組織分享疫情防控經驗。

繼續為消除全球免疫鴻溝作貢獻
此外，12日美國總統拜登就美國新

冠肺炎死亡人數達到100萬發表聲明。
同時，美方一些人仍在指責中方防疫政
策。對此，趙立堅應詢時說，「首先我
想對這100萬不幸逝去的生命表示深切
哀悼。美國國家大教堂敲響了1,000下
鐘聲，這鐘聲既是紀念哀悼，也是警醒
拷問。疫情面前，資本和人命孰輕孰
重？政治優先還是生命優先？到底是誰
把人權當口號、誰才真正以人為本？答
案不言自明。」
趙立堅說，當前全球抗疫仍處於關鍵

時期，中方將繼續秉持人類衞生健康共
同體理念，在築牢自身免疫防線的同
時，為消除全球免疫鴻溝作出更大貢
獻，同世界各國一道努力，爭取早日戰
勝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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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商貿領域復工復市步伐上海市商貿領域復工復市步伐
加快加快。。圖為嘉定區一家超市圖為嘉定區一家超市，，工工
作人員在入口處核驗購物者的防作人員在入口處核驗購物者的防
疫碼疫碼。。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

璟、劉凝哲 上海、北京報道）

內地疫情近期整體繼續呈下降

態勢，5月5日以來，每天新增

本土感染者均低於5,000例，12日新增感染者降至2,300例以下。當

前，吉林省疫情處於掃尾階段。北京市近日新增感染者數量有所減

少，顯示防控措施具有針對性，但社區傳播風險尚未完全阻斷。四川

廣安疫情尚在發展中，需從速進行流調排查和管控。河南、江蘇、浙

江、江西、遼寧等地疫情漸趨平穩。上海市疫情防控整體向好，新增

感染者數量呈現穩定下降趨勢，99%以上的陽性感染者在閉環管控中

發現，力爭在5月中旬實現社會面清零目標，屆時上海將實施有序放

開、有限流動、有效管控、分類管理。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吳清強調，

「動態清零」不是追求絕對的零感染，關鍵是守住不出現疫情規模性

反彈的底線。

內地疫情整體呈下降態勢 大城市建15分鐘核酸「採樣圈」

滬力爭月中社會面清零 有序復常

缺藥缺快測 醫療瀕崩潰
台當局防疫亂象惹民怨

◆◆台灣本地抗疫用藥清冠一號台灣本地抗疫用藥清冠一號。。
中央社中央社

◆ 台灣各醫院
近日出現超負荷現
象。圖為新北市一家
大型醫院連戶外也搭
起臨時病床。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