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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左雯報
道：為支援防疫，客屬總會搜
購了 10 萬個口罩和 2 萬支酒精
搓手液等防疫物資，向各區有
需要的巿民免費派發。「關懷
社區、齊心抗疫」行動於 3 月
18 日在新界大埔啟動後，客屬
總會連同梅州社團總會昨日再
於藍田興田商場外派發 1000 份
防疫物資，每份包括口罩和酒
精搓手液。

出席派發口罩的首長有：客屬總會常務副主席梁錫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陳振彬:緊守崗位為抗疫出力
陳振彬表示，的士司機在疫情持續情況下仍然不懼
疫情，站在最前線服務市民，承擔社區防疫的重要角
色。連線非常感謝各位司機在疫情期間仍緊守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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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屬總會再派千份抗疫包
光，副主席何毅強、吳彩華、楊瀚業、林奕權及梅
州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葉志明等人。當日，客屬總
會安排多位義工在現場維護秩序，參與領取口罩的
社區長者自覺排成長隊，耐心等候，按順序領取防
疫包。

何毅強：深入基層保障市民健康
何毅強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疫情在世界範圍
內蔓延，每個人都不能獨善其身。香港的「購罩
難」局面相較疫情剛爆發時已經稍有緩解，但現出
售的口罩價格昂貴，有些店舖一個口罩甚至賣 5 至
10 元，導致許多基層社區的長者沒有能力負擔口罩
價格。為了支援抗疫，客屬總會深入基層，前段時
間在新界大埔派發口罩，現在又來到藍田興田派
發，希望能夠切實保障社區市民的健康。

他續說，新冠疫情
在內地已經得到有效
的控制，抗疫成效有
目共睹。愛國愛港社
團和議員亦在香港社
區積極為抗疫作貢
獻，希望市民能夠看
到真正為香港做實事
的人，相信在大家共
同努力下定能戰勝疫
情。
據悉，客屬總會將
於 27 日在深水興華
街與元州街交界處派
發 1600 份抗疫包。

客屬總會與梅州社團總會派發千份抗疫包，參與者大合照。

抗疫連線捐的士司機 3 萬抗疫包
【香港商報訊】的士是香港公共交通運輸系統的重
要組成部分，疫情當下，的士司機亦是高風險感染人
群。全港社區抗疫連線日前在大埔舉行「的士齊抗
疫 安全護萬家」活動，向的士司機送出口罩、搓手
液以及濕紙巾等防疫用品，並通過新界區 5 個專用的
士氣站送出三萬份抗疫禮包，超過 100 架的士響應。
連線總召集人陳振彬、張學明、蘇長榮、陳勇，立
法會議員李慧、葛珮帆、梁志祥、劉國勳、麥美
娟、易志明、周浩鼎，工聯會會長吳秋北等出席。

http://www.hkcd.com

為香港抗疫出
力。他亦希望的
士業界繼續加強
車廂清潔，預防
司機和乘客染
疫，提供保障及
安全的工作環
境。
張學明表示，
的士司機每日要
面對不同的乘
客，會有很大的
「的士齊抗疫 安全護萬家」活動向的士司機派送防疫物資。
感染風險，他呼
籲司機和乘客要做好自身防護工作，相信在社會各界
齊心努力下，定能戰勝疫情。

政協青聯長沙灣派防疫包
【香港商報訊】為支援防疫工作，香港政協青年聯
會（政青）日前組織青年義工深入社區，在長沙灣派
發抗疫包予房戶、長者等基層人士。
活動中派發的口罩由香港義工聯盟贊助，由政青的
青年義工親自分裝，連同消毒噴霧、中藥保健香囊等
打包入袋，希望為基層人士提供所需的支援，逾 200
人受惠。
政青常務副主席、公益慈善委員會主任徐兆兒指
出，本港現時的疫情仍然嚴峻，確診個案仍不斷上
升，而市面上的防疫用品價格依然高企，基層人士較
為難以負擔。希望此次活動可幫助到有需要的人士，
增加市民的防疫信心，齊心抗疫。
活動現場井然有序，義工細心為市民介紹抗疫包內
容，提醒中藥保健香囊包的用法，在派發物資的同
時，義工亦和街坊們溝通交談，了解他們的日常需
要。在場街坊均向義工們「豎起大拇指」。

林氏總商會派 2 萬口罩
【香港商報訊】香港林氏總商會日前舉行「齊心抗
疫顯關懷」首輪致送行動，創會會長林世強，執行副
會長兼主席林天意，執行副會長林曉斌、林曼霞等向
觀塘基督教聯合醫院、保良局劉陳小寶長者地區中
心、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觀塘長者地區中心、耆康會
何生長者鄰舍中心、竹園神召會牛頭角長者鄰舍中心
以及基督教服務處樂暉長者中心送出共 2 萬個口罩，
透過這些機構分發予醫護人員及社區內的體弱長者。
林世強表示，新冠肺炎疫情陰霾籠罩在香港，市面
防疫物資緊缺，醫護人員以及體弱長者對防疫口罩的

需求尤其殷切，香港林氏總商會特別舉辦
「齊心抗疫顯關懷」行動，向有需要人士送
贈防疫物資。
他續說，該會一直關注疫情發展和抗疫工
作，對於香港各界為了應對疫情團結一致、
上下一心，並表現出強大的組織力和動員能
力表示由衷敬佩。
林世強(左三)、林天意(左二)等向聯合醫院贈送一萬個口罩。
林天意表示，疫情發生以來，香港林氏總
商會成員自發出錢出力，各自透過不同方式及途徑去
計劃其他的致送行動，一待物資收集妥當，便會繼續
搜集防疫物資。首輪六站致送行動經已完成，該會正
進行第二輪的致送行動。

巴赫::推遲東奧
巴赫

是為挽救生命
【北京 25 日綜合電】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周二表示，世界
衛生組織表示「新冠肺炎大流行正在加速發展」，導致他們決
定推遲東京奧運會，而推遲是為了挽救生命。
在巴赫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進行電話會議後，雙方達成共識，
原定於今年7 月24 日至8 月9 日舉行的東京奧運會，改期至2020
年後，但不遲於2021 年夏天的日期舉行。由此，東京奧運會成
為現代奧林匹克 124 年歷史上，首屆延期舉行的奧運會。
在接受訪問時，巴赫表示國際奧委會執委會同意了他與安倍
達成的這一共識。「這是為了挽救生命。」巴赫續說，還沒有
與安倍晉三討論東京奧運會延期的成本。目前，東京奧運會新
的具體日期還未確定，巴赫表示：「在(與安倍)電話會議兩個
小時後，我不能給你一個確定答案。這就是為何我們決定需要
最少4星期來評估這些問題，而問題還不只是這些。」接下來，
國際奧委會協調委員會和東京奧組委將着手制訂新的舉辦日期。
疫情發生後，國際奧委會曾一直堅稱東京奧運會如期舉行，
洛桑當地時間22 日，他們表示將在未來4 星期做出最終決定，
而延期是備選方案。但來自各方的壓力隨之而來，隨着多國疫
情惡化，奧運資格賽因疫情而取消，一些運動員訓練備戰無法
保障。大家要求推遲奧運會的聲音越來越高。巴赫謂疫情近來
在全球的擴散，讓他們幾乎沒有其他選擇，只能推遲奧運會。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港協暨奧委
會)周三表示，支持 2020 年東京奧運會延期舉行。港協暨奧委
會在聲明中表示，日前獲悉國際奧委會和東京奧組委的聯合聲
明，東京奧運會將延至 2020 年後，不遲於 2021 年夏天舉行。
我們深切理解國際奧委會和東京奧組委的艱難決定，並將全力
支持該明智決定。港協暨奧委會將與國際奧委會和東京奧組委
保持密切溝通以了解有關延期的細節安排，並將同參與東京奧
運會的中國香港運動員、教練員及各體育總會等保持聯繫，聆
聽及反映需求，以保障運動員健康及協助他們順利備戰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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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協青年聯會派防疫包助基層。

C朗美斯捐款抗疫
分助葡
分助
葡西兩國

【倫敦 25 日綜合電】面對嚴峻的新冠肺炎
疫情，美斯、C朗兩大球王用實際行動來協助
抗疫，美斯與曼城主帥哥迪奧拿同樣捐出100
萬歐元；C朗則聯同經理人文迪斯，捐款予葡
萄牙醫院購買抗疫設備。

C 朗與其經埋人文迪斯共捐 100 萬
鎊，資助葡萄牙醫院添置抗疫設備
資助葡萄牙醫院添置抗疫設備。
。

據西班牙媒體報道，巴塞隆拿球星美斯捐出了100 萬
歐元，用作對抗疫情。捐款會由巴塞羅那的醫院診所、
以及阿根廷一間醫療中心。其中美斯祖國的醫療中心
在社交媒體上回應稱︰「Leo(美斯)，非常感謝你的承
諾和支持。」
曾經執教巴塞隆拿、現任曼城主帥哥迪奧拿，同樣
有錢出錢，他捐出100 萬歐元，協助加泰羅尼亞地區抗
疫。該筆款項會用作支持由巴塞羅那醫學院及丹尼爾

英超 8強去信 CAS 圍城

【倫敦 25 日綜合電】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各界齊心抗疫。而在英超
聯賽中，多間球會亦是齊心發聲，要求歐洲足協立即執行關於曼城(藍
月亮)違反財政公平的處分，令後者不能夠因上訴審理延期，而參加來
季的歐聯賽事。
今年 2 月，曼城由於違反財政公平規則，被歐洲足協判罰禁止參加歐
洲賽事兩年，同時罰款2500 萬鎊。球會已經就判罰提出上訴，也提出暫
緩執行處罰的要求，不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藍月亮的上訴審理被
迫延期；而這個「緩衝期」或會讓曼城得以保住來屆歐聯的參賽資格，
引起多間英超球會的不滿。
據英國媒體報道，目前在英超排前10 位的球隊中，除了曼城本身及升
班馬錫菲聯外，其餘 8 隊都要求曼城不得在上訴期間參加歐聯比賽。有
指這些球會已經準備向一家律師事務所致函，代表他們向國際體育仲裁
法庭(CAS)遞交申請，要求立即執行關於曼城違反財政公平規則的處分。
曼城目前以 57 分排積分榜第 2 位，領先第 5 位的曼聯 12 分之多；照理
很大機會取得英超前四，從而獲得來季歐聯入場券。惟若然禁賽令如期
執行，其參賽資格將被取消，而以第 5 名完成聯賽的球隊，將可取而代
之獲得歐聯席位。

基金會共同發起的一項活動，並用於購買和供應新的
醫療設備，以應對今次新冠肺炎大流行。

哥迪奧拿捐 100 萬歐元
至於C朗就與其經理人文迪斯合共捐出100 萬鎊，資
助葡萄牙醫院添置抗疫設備。有消息指，兩人已經與
葡萄牙當地的醫院聯絡，合共為3 個深切治療部病房供
應醫療設備；當中包括監護儀器、呼吸機及輸液泵。
總值超過100萬歐元。3個病房分別位於里斯本及波圖，
而病房將會以 C 朗及文迪斯的名字命名。其中位處里
斯本的聖瑪麗亞分院院長費羅證實︰「文迪斯已與我
們聯繫，他自願與 C 朗一起為兩個深切治療部病房提
供資金，資助病房內的所有設備，旨在為感染新冠肺
炎病毒的患者提供幫助。」

哈利卡尼::英超復賽可披甲
哈利卡尼

【倫敦25 日綜合電】新冠肺炎疫情對整個
世界的體壇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歐洲
各大聯賽停擺，損失難以估計。不過對於一
些正在養傷的球員而言，或許變成了利好因
素；熱刺的王牌射手哈利卡尼表示，英超復
賽之日，可能就是自己復出之時。
英超全面停擺，今個球季的餘下賽事被迫
延期，甚至最終有可能提早結束。但對於一
些有傷在身的球員來說，這段艱難時期，正
好讓他們抓緊時機進行恢復。熱刺射手哈利
卡尼原本因傷可能球季提早報銷，惟如今賽
季延期，將有機會趕及復出參戰餘下賽程，
這對於他本人、球會以至領隊摩連奴，都是
一個好消息。哈利卡尼周二接受球會官方頻
道訪問時說︰「我距離復出不遠了，在正常
情況下，我希望在2至3星期後可以回到球隊。
我現時狀態很好，幾乎完全康復了。現在我

要提高自己的身體狀況，就我角度而言，如
今感覺很好。」
摩連奴接手熱刺後，球隊成績止跌回升；
可惜之後受到嚴重的傷病問題困擾，哈利卡
尼、孫興民及1 月新加盟的貝雲積等人相繼受
傷，前線無人可用。今次疫情，正好讓熱刺
得到一個「緩衝期」。假以時日英超復賽，
球隊傷兵問題得以紓緩的話；以他們目前以
41 分排第8 位，落後第4 位的車路士7 分的形
勢，還是有機會爭奪來屆歐聯席位。
另方面，鑑於英國面臨嚴峻的新冠肺炎病
毒危機，英超已決定停賽至 4 月 30 日。據當
地傳媒報道，賽程懸疑未決，或會導致來季
兩項本土盃賽被迫削減。英超聯盟的各支球
隊，將會在下周四進行電話會議，商討有關
英超復賽的事宜。議程也將包括是否在來季
削減盃賽，以為聯賽騰出更多比賽的空間。

武磊由陽轉陰
武磊
由陽轉陰

【馬德里25 日綜合電】據西班牙消息報道，
愛斯賓奴的中國前鋒武磊已經康復，在最新一
次的新冠肺炎病毒檢測中呈陰性。
愛斯賓奴早前宣布隊中有 6 位職球員確診新
冠肺炎，當中包括武磊。在周三最新一次病毒
測試中，武磊的結果呈陰性，他已獲得了醫學
解除通知，並開始球會規定，康復後的15 天隔
離期。
球會另一位確診的教練組成員，同日也獲得
醫學解除通知；到目為止，愛斯賓奴受感染的
全部 6 人，檢測結果都由陽轉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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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辦事處 電話：027-85711799傳真：027-85711799 手機：13667262937．山西辦事處 電話：0351－7321176 傳真：7321176 手機：13934209176、18635134135．江蘇辦事處 電話：025-58930760 傳真：58930460 手機：15651880008．天津辦事處 電話：022-83788622 傳真：83788662 手機：13821273958．廣州辦事處 電話020-87606458 傳真020-87672752．大連記者站 手機：13940272594
．新疆辦事處 手機：18801353477 傳真：0991-3787558．甘肅辦事處 電話：0931-8438469 傳真：0931-8438469 手機13893293278．汕頭記者站 電話：0754-88323919 手機：13829602223．河北辦事處 手機：18601287676．東莞記者站 電話：0769-22825096 手機：15917687789．內蒙古辦事處 電話：0471-3954091 傳真：0471-3954091 手機：13947137878．潮州記者站 電話：0768-2201976 手機：139027981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