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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 5.9 級地震逾千人死
亟需救援隊與物資
中方願提供緊急人道援助

阿富汗東部地區昨日凌晨發生黎克特制
5.9 級地震，造成至少 1,000 人死亡，超過
1,500 人傷，是當地 20 年來死亡最嚴重的
地震。由於事發地點位置偏遠，很多山區
無法與外界聯絡，當地警告死傷人數可能
進一步上升。中國外交部表示，中方願根
據阿富汗方面的需求提供緊急人道主義援
助。

震源深度僅 10 公里
事發於當地時間昨日凌晨 1 時 54 分（香
港時間 4 時 54 分），震央位於阿富汗東部
霍斯特省首府霍斯特西南約 44 公里處，接
近巴基斯坦邊境。歐洲地震中心錄得地震
強度為 6.1 級，美國地質勘探局則列為 5.9
級，雖然地震級數不算很高，但由於震源
深度只有 10 公里，屬於淺層地震，因此對
地面建築構成嚴重破壞。
自美軍去年 7 月撤出阿富汗、塔利班重
新掌權以來，大部分國際援助組織都已經
停止在阿富汗運作，令當地嚴重缺乏救援
物資，也缺乏前往山區救災的直升機。塔
利班發言人卡里米表示，災區情況「很危

急」，有數百家房屋被毀，呼籲所有援助
組織應立即派遣救援隊前往震區。
當地媒體拍攝的片段顯示，在鄰近震央
的帕克提卡省，不少傷者被抬上直升機送
往醫院，還有受傷居民坐在膠椅上接受治
療，一些人則躺在擔架上，其他居民則試
圖在瓦礫中搜索生還者或挖掘屍體。阿富
汗國家災難管理與人道主義事務部副部長
穆斯利姆表示，霍斯特省的薩帕里區和帕
克提卡省加延區受災最嚴重。阿富汗國防
部已派出 7 架載有救生設備和醫務人員的
直升機前往災區，數十支醫療救援隊也在
前往災區的途中。

通訊交通困難 實際災情難料
由於通訊及交通困難，很多地區的災情
都未能反映在官方數字上，有官員表示，
單是帕克提卡省就有至少 1,000 人死亡，
其他山區情況可能更嚴重。除了阿富汗境
內，巴基斯坦伊斯蘭堡、拉瓦爾品第等多
地也有震感。
阿富汗位於歐亞板塊與印度板塊交界
處，經常發生地震，而且由於基建落後，

◆ 居民站在被地震破壞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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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亡往往非常嚴重。當地上一次嚴重地震
發生於 2002 年 3 月，即美軍入侵阿富汗及
推翻塔利班政權之後約 4 個月，地震共造
成最少 1,100 人死亡；至於有紀錄以來最
嚴重地震則發生於 1998 年，最少 4,500 人
死亡。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昨日表示，中
方向阿富汗地震遇難者表示哀悼，願提供
緊急人道主義援助。經中國駐阿富汗使館
初步核實，目前沒有中國公民傷亡的消
息。
◆綜合報道

今年以來猴痘疫情在全

新加坡

球各地蔓延，目前已有逾

韓國

40 個國家錄得個案，總數超過
2,500 宗。新加坡衞生部前晚證
實出現 1 宗境外輸入個案，患者
是一名來自英國的男性空中服務
員，是東南亞國家今波疫情首度
通報病例。韓國昨日也錄得今波
疫情東亞地區首宗確診，同樣是
輸入個案。法
國近日則

◆ 猴痘

發現當
地首宗
女性病
例，正
調查感染
途徑。

星韓齊現首宗
猴痘殺入東亞

42 歲的
新加坡衞生部發聲明稱，患者是
英國籍男性空中服務員，在 6 月中旬

入境新加坡，周一檢測呈陽性，是當地 3 年
來首宗個案。
衞生部表示，這名患者目前在新加坡國家
傳染病中心病房留醫，狀況穩定。截至前
日，共有 13 人與這名患者密切接觸，自他
們與患者最後一次接觸起計算將隔離 21
天。

韓輿論批入境檢疫存漏洞
韓國疾病管理廳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宣
布，當地出現首宗猴痘確診病例，患者是一
名從德國入境的韓國人，他於前日下午 4 時
許從德國抵達仁川國際機場，並在入境後申
報上周五出現頭痛症狀，入境時有低燒、喉
嚨痛等疑似症狀。當局將該個案列為疑似病
例，之後接受的核酸檢測和基因測序結果顯
示感染猴痘病毒。
另一名外籍人士周一入境韓國時，已出現
喉嚨痛和皮膚病變等症狀，前日才到釜山一

家醫院接受隔離治療，他被列為疑似病例，
昨日初步檢測結果呈陰性。然而他在入境翌
日才到醫院，存在感染且出現症狀後仍產生
人際接觸的情況，韓國輿論指出，這反映韓
國入境檢疫系統目前存在漏洞，應盡快作出
調整。

法上周四起病例飆升
韓防疫部門於上月 24 日宣布，針對來自
發現猴痘疫情國家的入境人員，實施體溫檢
測及健康問卷調查等檢疫制度，並於上月31
日將猴痘預警提升至「關注」級別。 疾病
管理廳昨日召開危機評估會議，決定將猴痘
預警級別從第一級「關注」上調至第二級
「注意」。
法國上周四累計報告猴痘病例 183 宗，之
後數天新增病例大幅飆升，最新已升至 277
宗。當局前日宣布發現首宗女性病例，正調
查她的感染途徑。此前也有其他國家曾出現
女性猴痘病例，但相比男性病例仍屬少數。
◆綜合報道

英推猴痘疫苗
建議男同性雙性戀者接種
英國衞生安全局昨日表示，截至周一，英國累計有 793
宗經實驗室檢測的猴痘確診病例，當中99%患者為男性，
大部分屬男同性戀或雙性戀者。局方昨日建議屬猴痘高風
險群體的男同性戀者和雙性戀者，接種猴痘疫苗。
衞生安全局最初僅建議猴痘病例的密切接觸者包括醫護
人員，接種名為 Imvanex 的疫苗，這是一種可用於預防猴
痘的天花疫苗，估計預防猴痘的效用達 85%。根據當局的
數據，雖然任何人都可能感染猴痘病毒，但今次爆發的猴
痘疫情顯示，大部分猴痘傳播是發生在男同性戀、男雙性
戀和男男性行為的性網絡，醫生已建議擁有多個性伴侶或
參加群交的男性接種猴痘疫苗。
衞生安全局免疫事務主管拉姆齊稱，擴大疫苗接種至高
風險群體，將可切斷傳播鏈，有助遏制疫情。他表示，猴
痘疫苗的接種資格取決於許多因素，提醒有關人士應等候
政府與他們聯繫才前往接種，不要自行到診所要求接種猴
痘疫苗。
◆綜合報道

加拿大禁生產及輸入即棄塑料
膠袋飲管將無得留低
香港文匯報訊 （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多報道）
加拿大聯邦政府宣布分 3 階段全面禁制一次性塑
料，力求切實對抗日趨嚴重的環境污染和氣候變
化危機。在今年底，加拿大將禁止生產和輸入對
環境有害的即棄塑料物品，包括購物膠袋、飲
管、攪拌棒、固定 6 支裝飲品的塑膠環、餐具及難
以回收的外賣餐盒。

環保組織歡迎
為了給予企業有足夠的時間來過渡和消耗現有
庫存，政府於明年 12 月禁止銷售這些物品，並且
在 2025 年底前停止輸出塑料，防止污染國際環
境。聯邦政府去年根據環境保護法把塑料列為有

毒物質，為禁止「有害」塑料鋪平道路。
總理杜魯多表示渥太華落實 2019 年逐步淘汰無
法回收塑料的承諾，並深信此舉展現加拿大努力
應付氣候變化。在未來 10 年，上述禁制措施估計
能夠消除超過130萬噸塑料廢物和超過22,000噸污
染塑料，這個數量相當於100萬個裝滿垃圾的垃圾
袋。環境及氣候變化部長吉保爾指出，這標誌着
加拿大在削減塑膠污染上踏出歷史性一步，確保
社區保持國民一直重視的清潔環境。
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對渥太華的政策表示歡
迎，但仍力促當局採取更多措施遏制塑料污染的浪
潮。官方數據顯示，加拿大在2019年售出155億個
塑料食品袋、45億件塑料餐具、30億支攪拌棒、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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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升機接走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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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衞生安全局昨日表示，當局近月
對倫敦的污水進行例行監測時，陸續發
現帶有小兒麻痹症病毒的樣本，病毒更
出現變異跡象，反映已在人與人之間傳
播。局方宣布為「全國性事件」，呼籲
家長帶同尚未接種小兒麻痹症疫苗的孩
子，盡快接種疫苗。
小兒麻痹症通常經由被糞便污染的水
或食物傳染，絕大多數受感染者並沒有
徵狀，小部分患者會出現類似流感的徵
狀，在每 100 至 1,000 宗個案中，會有 1
宗出現病毒攻擊脊椎神經或腦部情況，
可能引致癱瘓。

或人傳人變種
倫敦污水現小兒麻痹症病毒

法現罕見女性確診 全球逾40國中招累計超2500宗

▲ 阿富汗東部地區民
眾在深夜中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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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盡快接種疫苗

衞生安全局稱，最先於今年 2 月在倫
敦紐漢姆區一間污水處理廠，發現小兒
麻痹症病毒，之後陸續有更多樣本帶有
病毒。由於英國已停止採用活病毒的疫
苗，局方相信有人在海外接種口服小兒
麻痹症疫苗後回國，經糞便將疫苗中的
活病毒傳至污水，然而因病毒出現變
異，顯示病毒在人傳人期間出現變種。
儘管至今未有接獲英國出現小兒麻痹
症病例，當局仍不敢掉以輕心。資料顯
示英國 5 歲兒童有 95%已接種小兒麻痹
症疫苗，但倫敦接種率只有約 90%，加
上受新冠疫情影響，部分兒童可能錯過
接種小兒麻痹症疫苗的機會，故此當局
呼籲若孩子仍未打針，家長應盡快帶孩
子接種。
◆綜合報道

美限制香煙尼古丁含量
至不上癮水平

美國總統拜登政府前日宣布，將要求煙草商將香煙中的
尼古丁含量，降至不會導致成癮的水平，指此舉有助減少
煙草產品帶來的危害，並令吸煙者有更大可能成功戒煙。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表示，局方曾於 2018
年進行大規模實驗，發現相比標準水平尼古丁的香煙，吸
食減少尼古丁含量的香煙，可降低吸煙者對尼古丁的依
賴，減少吸煙數量。然而政府要開始推行這項政策，可能
還需要數年時間，也會面對煙草業以訴訟等方式阻撓。有
煙草業游說團體已表明反對任何削減尼古丁的計劃，認為
可能會吸引更多人吸煙，現時的吸煙者亦可能出現尼古丁
戒斷症狀，如焦慮、注意力不集中等，可能促使他們尋求
如電子煙等替代品，又或在黑市購買高尼古丁含量的香
煙。
◆綜合報道

億支吸管、1.83億個塑膠環和8億個外賣容器。全國
海岸線上發現的塑料垃圾，大部分是即棄塑料。

食肆呻疫下加重成本
環保專家認為政府禁止塑料製品是正確，尤其是
全球正經歷供應鏈緊張問題，各界應當趁機以綠色
環保產品取代塑料製品。不過，飲食界反對政府在
疫情稍緩就加緊禁制即棄塑料用品，聲言直接加重
他們的成本開支。食肆指出大多數非塑料器具昂
貴，呼籲當局幫助中小企減輕財務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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