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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2月5日发出
公开信，呼吁全体公务人员继续努力，携
手社会各界奋力抗击疫情，争取社会正常
生活早日恢复。截至当天下午4点，澳门累
计出现 10 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
例。这个春节，澳门入境游客骤减七成
多，但防疫压力依然巨大。为妥善应对疫
情，澳门特区政府连日来推出了包括加强
入境管控、推迟开工开学、发放社会福利
等组合措施。

把好入境关口

澳门是旅游城市，七成游客来自内
地。澳门特区政府评估认为，无需将所
有内地游客拒之门外。澳门特区政府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 1 月 26 日宣
布，自 1 月 27 日零时起，所有来自湖北省
和在入境澳门前 14 天之内曾到湖北省的
非澳门居民，须出示由合法医疗机构发
出的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医生证明书

才可入境澳门。
应变协调中心同时宣布，将全面测试

所有在澳门的湖北省旅客，如无病征可自
行返回内地。否则自 1月 27日上午 9时起，
对 2019年 12月 1日至 2020年 1月 26日入境
澳门未离开的 1113名湖北省旅客进行集中
统一管理，在隔离中心隔离至签注有效期
满或者计划行程到期送离澳门。

为加强疫情防控，澳门与珠海建立了
两地疫情防控信息沟通机制。澳门特区政
府卫生局和珠海市卫生健康局经协商达成
共识，在关口实施“双保障”“双向测
温”，禁止发烧人士进出澳门或珠海，避免
有患者来往两地。定时每日沟通两地疫情
及病例实况，保持密切联系。

贺一诚此前在疫情通报记者会上宣
布，任何人有发烧症状，不得离境。他表
示：“目前珠海市政府保证发烧人士不输入
澳门，出入境都要监控，对澳门来说，同
样要做好这件事，不能把疫情带到珠海。”

受疫情影响，近期赴澳门游客大幅减

少。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2月1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1 月 24 日至 30 日的春节假期期
间，入境澳门旅客 （除外地雇员及学生）
总量约 26万人次，较去年春节七天假期下
跌 78.3%。今年春节 7天假期的入境旅客人
数中，来自内地和港台地区的占90.1%。

防疫贵在速度

防疫如救火，快速反应必不可少。1月
20 日内地专家证实新型冠状病毒有人传人
风险，21 日澳门特区政府即设立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1 月 22 日，应变
协调中心在特区政府总部召开新闻发布
会，确诊澳门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病例，患者为一名来自武汉的旅客。

1 月 23 日，澳门确认出现第二宗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澳门特区旅游
局当天发出通知，取消一系列新年庆祝活
动，包括金龙和花车巡游、烟花汇演等，
避免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

2月4日，澳门出现两例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病例。同一天，澳门特区政府宣布暂
停澳门博彩企业和娱乐场所运营。此前，澳门
特区政府已限制所有在入境澳门前 14天之
内曾经到过湖北省的人员进入娱乐场。

保持充足的卫生物资供应对防疫至关

重要。澳门特区政府网站公布，首轮保障
口罩供应澳门市民计划至2月2日已售出超
过500万个口罩；正展开的第二轮计划也备
有充足数量的口罩供市民购买。澳门特区
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表示，政府相关团
队正积极向外采购更多口罩，到 2 月 13 日
前，还将有400万个口罩运抵澳门。

贺一诚在2月5日的公开信中说，广大
医疗机构人员以及保安部队连日来身处防
疫的最前线，经常与确诊患者及疑似病例
接触，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安全风险和压
力。政府承诺将尽最大的努力，优先确保
所有医护人员和前线执法人员得到充足、
全面的装备防护。

发放民生福利

澳门特区政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
协调中心 1 月 28 日宣布，再次推迟幼儿
园、小学和中学等非高等教育学校开学时
间，最迟将在 2 月第一个星期公布有关详
情。之前，澳门非高等教育学校开学时间
推迟到2月10日或之后。

2月3日至7日，澳门特区政府各部门领
导自行决定维持公共部门的紧急和基本服
务的种类和需要上班的公务员人数，其余公
务员不用上班，但须留在家中减少外出。应

变协调中心呼吁，在内地度假的澳门居民
应尽快回到澳门并在家中进行 14天的自我
隔离，公务人员上班须填写健康申报表。

考虑到疫情将对经济民生造成影响，
澳门特区政府推出了免租金等福利措施。
李伟农表示，自2月1日起，政府拥有的出
租物业，例如购物中心、服务亭、餐厅
等，免去租金3个月，帮助中小企业共度时
艰。他说，近日已与澳门中华总商会、中
小企业和地产企业沟通，呼吁经营者调整
租金，体恤中小企业。

澳门的现金“派糖”计划也因疫情而
提早实施。澳门特区政府宣布，原定于今
年7月至9月实施的澳门居民现金分享计划
将提前至今年4月开始。

澳门高校则从学术和技术层面给抗
疫提供助力。澳门大学 1 月 31 日公布的最
新研究成果显示，确诊患者和疑似病例由
于担心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严重后果，可
能会感到无助、孤独、愤怒，甚至出现拒
绝治疗、暴力等行为；而在临床一线奋战
的医护人员，往往面临更大的感染风险以
及更多的心理困扰。

2 月 3 日，澳门大学组成一支 9 人的心
理辅导专业团队，配合澳门特区政府为相
关人士提供心理支持服务，全力打赢这场
战“疫”。

本报香港2月5日电（记者陈然） 香港
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宣布，考虑到
疫情的最新发展，她与行政会议将引用香
港法例第599章《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制
订附属法例，要求所有从内地入境的人士
均须强制接受检疫 14 天，包括香港居民、
内地居民及其他旅客，期间不准离港。

林郑月娥主持记者会时表示，新措施将
于本月8日零时起生效，细则稍后公布。她
强调，由于近期的疫情发展愈加严峻，特区
政府有必要采取更严厉的防疫措施，相信有
关法例的实施将进一步缩减香港与内地的跨
境人流，遏制病毒在社区内传播。

林郑月娥又宣布，即时暂停启德邮轮
码头和尖沙咀海运大厦邮轮码头服务。香
港跨境运输服务已持续减少，其中国泰航
空及国泰港龙航空逐步削减来往内地的定
期航班，目前仅余 10%的运力，保留往返
北京、上海、厦门及成都的少量航班。

此外，香港特区政府还将成立超过100
亿港元的抗疫基金，并适当延长早前推出
的纾困措施时限，与市民和企业同心抗疫。

林郑月娥再次呼吁香港市民减少社会
接触，暂停和取消社交活动，尽量留在家
中；如有需要外出，应注意个人卫生并佩
戴口罩。

截至 5 日下午 3 时，香港确诊新型肺
炎个案共 21 人，其中 1 人死亡、2 人病情
危重。

重庆市港澳顾问、英冠控股集团董
事长俞则忠向重庆市捐赠的一批防控疫
情急需医用消毒物资 2 月 3 日到达重
庆。连日来，港澳人士积极提供援助，
助力重庆战“疫”。

俞则忠是为重庆抗击疫情提供援助
的众多港澳人士之一。他捐赠的这批医
用消毒物资为免洗手消毒液、消毒片、
消毒液，共计价值11万余元。

在了解到重庆缺消毒防护物资后，
俞则忠立即发动自己在境内外的一切资
源，募集到一车医用消毒物资。俞则忠
说，除了当天运抵重庆的医用消毒物资

外，他和朋友还在继续组织募集，也呼
吁更多人参与进来，共同为重庆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献一份爱
心、尽一份力量。

重庆市港澳顾问、瑞丰德永集团创
始人麦世颂于 2 月 1 日向重庆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捐款港币 50
万元。麦世颂说，港澳各界心系同胞、
心系祖国，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都非常关心。作为重庆市港澳顾
问，他特别关注重庆的疫情防控工作，
希望重庆能早日战胜疫情，回归正常生
活秩序。这一笔捐款是他的个人捐赠，

他还在组织更多人参与到重庆抗击疫情
的捐赠活动中。

与此同时，香港泰和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在越南采购 190万个口罩，捐赠给
重庆抗击疫情；香港重庆总会正在尽力
寻找海内外订货渠道，订购防护用品捐
赠给重庆。

连日来，在渝台商台胞也慷慨解
囊，助力重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康师傅控股向重庆十余家医
院捐赠方便面 9000 余桶、饮品 1.3万余
瓶；鼎固控股·日月光中心减免合作商
户租金、物业费50%；台属企业重庆涪

陵郭昌毕骨伤科医院发动职工在春节期
间加班将该院老病房整理消毒，移交涪
陵区中心医院作为隔离观察病房。众多
台商也纷纷捐款，助力重庆抗击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重庆市政府港澳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重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
工作得到了众多港澳人士的关心与慰
问，感谢港澳各界人士对重庆的关心与
支持。这批承载着港澳人士爱心的医用
消毒物资到达重庆后，该办将依法会同
相关部门将其送往重庆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防控工作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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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地入境香港者
须接受检疫 14 天

港澳台同胞驰援重庆战“疫”
刘相琳

虽然还没有复课，澳门的学校配合整体防疫工作，对校内设施加强清洁及消毒。
（图片来自澳门特区政府网站）

同心抗疫同心抗疫 澳门在行动澳门在行动
本报记者 王 平

澳门特区政府在拱北口岸加强体温检测。 （图片来自澳门特区政府网站）

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影响，各行各业尤其是零售服务业作为
抗疫的前线行业，备受考验。江西省赣
州市会昌县以电商、社交、政务平台为
载体，开启“直播带货”、线上办公、“空
中课堂”教学和网络就诊等线上服务，
积极应对疫情。

上图：会昌县创业创新中心直播
工作室，商家通过“直播带货”方式
销售产品。

右图：会昌县会昌中学开设“空
中课堂”，高三年级任课老师通过“直
播教学”的方式进行线上授课。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江西会昌

防疫“e”线牵

江西会昌

防疫“e”线牵

新华社北京 2 月 5 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2月 5日
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党中央
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各族
人民的团结努力下，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正在有序进行。对台工作
系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高
度重视和关怀台胞健康福祉
的要求，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对台胞一视同仁，认真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

马晓光介绍说，国台办
和有关省市对台工作机构成
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各地台办主动加强与本地台
胞台企及台资企业协会的联
系，有的开展“一对一”服
务，及时了解情况，做好防
疫宣传，对台胞加强关心照
护，及时了解他们的需求和
困难，努力协调解决实际问
题。在大陆的台湾同胞积极
配 合 当 地 做 好 疫 情 防 控 工
作。目前在大陆台胞确诊 3
例，疑似病例2例，均已及时
安排就医治疗。2 月 3 日，协
助安排首批247名因故滞留湖
北的台湾同胞乘坐东方航空
公司春节加班机返回台湾，
我们在抓紧工作，为其他在
湖北希望返台的台胞作出返
程安排。

马晓光强调，在这次防
疫工作中，大陆方面从一开
始就本着高度重视两岸同胞
健康福祉的精神，与台湾有
关方面保持沟通，安排台湾

专家来武汉实地考察，并一直及时通报信息，提供相关
资料。截至 2月 4日，大陆方面共向台方通报疫情信息
36次，台方向我通报15次。

马晓光说，患难与共、守望相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骨肉兄弟，是命运共同
体。无论是大陆各地政府与民众对当地台胞的关心照
顾，还是岛内社会各界支持大陆抗击疫情、台胞台企主
动捐款捐物表达爱心，都彰显了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
两岸一家亲的骨肉亲情。

马晓光表示，疫情防控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各
地对台工作机构将进一步认真扎实做好疫情防控涉台工
作，有关方面将继续保持两岸防疫工作的信息通报等沟
通协调。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做好两岸人员往来管理和
服务工作。对春节假期后从台湾返回大陆工作、学习的
台胞，加强疫情防控宣导，做好检疫和健康防护工作。
对恢复生产的台资企业，积极提供服务，确保疫情防控
工作和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开展。希望台湾有关方面
妥善处理在台就读的大陆学生返台事宜，保障他们的卫
生健康和就学等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