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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界婦女拍抗疫
工商界婦女拍
抗疫短片
短片
【香港商報訊】香港工商界婦女
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籌備委員
會於日前舉行「巾幗同心抗疫情」
短片首播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中聯辦副主任仇鴻應邀，聯同籌委
會主任委員蔡關穎琴、多個國家的
駐港女總領事、社團機構及專業團
體代表，攜手參與短片拍攝，為內
地同胞、香港市民及各地人民，特
別是所有前線醫護人員打氣。
參與拍攝短片的嘉賓還有：全國政協梁振英副主席
夫人梁唐青儀、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謝鋒特派員夫
人王丹、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
珠、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陳肇始、原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原全國人大常委
會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等。

林鄭月娥：努力打贏這場抗疫戰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短片中表示，同心抗疫是香
港社會目前的首要任務，特區政府在中央的關心和
支持下，果斷採取嚴控病毒傳播的措施。她表示，
全國婦女在抗疫工作中擔當重要角色，不少醫護及
提供緊急服務的人員都是女性，亦有不少婦女以照
顧者和志願者身份作出貢獻，她向所有參與抗疫工
作的婦女致敬，並勉勵大家一起努力，打贏這場抗
疫戰。

齊心協力共渡難關
中聯辦副主任仇鴻則讚揚香港各界婦女心繫祖
國、情繫香港，踴躍捐款捐物，積極參與防疫抗疫
的各項工作，為抗擊疫情作出了重要貢獻。全國政
協梁振英副主席夫人梁唐青儀認為各界婦女發揮了能
頂半邊天的作用，並相信只要大家齊心協力，一定能
夠共渡難關，取得勝利。蔡冠深在片中表示，相信各
位婦女與特區政府將一起奮戰疫情，並祝香港加油，
中國加油，世界也加油！
短片首播會於香港中華總商會 8 樓禮堂舉行。蔡關

籌委會成員與各參與團體代表合照。
穎琴與多位副主任委員、委員及各家社團機構代表出
席了首播儀式，梁振英夫人，謝鋒特派員夫人，梁愛
詩亦透過視像會議參與。蔡關穎琴在首播儀式上表
示，香港工商界婦女聯合推出「巾幗同心抗疫情」短

片，以實際行動傳達對同胞的關心、對抗疫的決心、
對勝利的信心。她特別感謝所有參與拍攝的嘉賓、社
團機構及專業團體，以及籌委會成員大力支持，短片
將透過多個媒體將信息發放到內地和世界各地。

廠商會推免費線上
抗疫「贏」商講座

仁愛堂送暖基層單親家庭
仁愛堂送暖

【香港商報訊】有見新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仁愛
堂第四十一屆董事局候任主席楊素梅日前特別準備了
100 個抗疫愛心福袋，贈予「仁愛堂陽光加油站計
劃」的受惠基層單親家庭，並與部分家庭會面，了解
疫情對他們生活的影響。楊素梅表示，「我們了解到
在疫情期間，有不少基層家庭在經濟、搜購防疫物資
及照顧子女方面都面對不少困難，所以我們希望透過
『仁愛堂陽光加油站計劃』的支援服務及抗疫愛心福
袋，為他們送上關愛，並紓解各方面的壓力。」
在疫情期間學校持續停課，加上大部分社區活動和
支援服務亦需暫停，照顧者在疫情下的照顧壓力更為
沉重。有見及此，由仁愛堂羅台秦關愛基金 (精神健
康) 撥款資助推行的「仁心向晴照顧者支援計劃」，
透過以電話方式主動向照顧者送上關懷和慰問，並給

予情緒支援及最新的防疫資訊。計劃亦與
該堂各社會服務單位積極協調，將口罩及
消毒用品等防疫物資送贈有需要的照顧者
及其家庭，給予他們適切的關懷，減輕照
顧者搜購物資壓力。
此外，鑑於目前疫情發展，仁愛堂經過
審慎考慮後，決定取消原定於 3 月 29 日舉
行的「仁愛堂慈善步行日」，以及將原定
於 4 月 17 日舉行的「仁愛堂第四十屆 (己
亥年)/第四十一屆 (庚子年) 董事局交代就
職典禮暨晚宴」延期舉行，以確保嘉賓之
健康及安全，以及全面配合政府就減少外出及避免聚
餐或聚會等社交活動的防控疫情呼籲。該堂在此衷心
感謝董事局成員、諮議局委員及社會各界的慷慨捐贈

公大派 4000 份抗疫福袋

【香港商報訊】面對新型冠狀病毒持續肆虐，香港
公開大學早前舉行「護理護您齊抗疫 2020」活動，搜
羅各類防疫物品，製作成 4000 份「護理抗疫福袋」，
將捐贈予非政府機構聖雅各福群會及五所老人護理院
舍，以轉贈予長期病患者、復康人士、低收入人士和
長者等弱勢社群。
公大一向關心社會所需，轄下的護理及健康學院充
分運用其專業知識和網絡，籌備該次別具意義的活

動，並特意以福袋為概念，冀望向基層社群送上祝
福，支援他們抗疫。活動早前得到校長黃玉山教授、
學術副校長關清平教授、副校長（資源及發展）呂汝
漢教授、副校長（學生事務及支援）唐創時教授、護
理及健康學院署理院長李燕瓊教授，以及學生及校友
支持，參與「抗疫福袋」的包裝工作，其中抗疫物資
包括外科口罩、酒精搓手液、消毒濕紙巾及由公大護
理學生親自設計的健康資訊單張等。

多蒙特復操兩人一組
多蒙特

【柏林 30 日綜合電】德國國腳中場安利簡恩周日在電視訪
談節目中透露，多蒙特(蜜蜂兵團)周一會恢復訓練，但僅限於
兩人一組，並分散在訓練場的不同區域。
「周一就開始，我們慢慢恢復訓練，兩人一組進行小範圍練
習。」安利簡恩通過視頻切入的方式參加一檔電視體育節目時
說，「我的訓練同伴是達侯特。」在過去兩星期時間裏，多蒙
特的球員都在家裏各自單獨訓練，以保持體能。
人數更多的分組訓練和全隊訓練將不會進行。此前，德國職
業足球聯盟(DFL)致函 36 間德甲、德乙球會，要求職業球會做
出榜樣(目前德國實施「社交限制令」和「禁足令」)，並從公
平競賽的角度出發，建議各球會最早在4 月6 日開始球隊訓練。
另方面，2024 年德國歐國盃組委會主席拿姆表示，雖然目前
聯賽停擺、歐國盃推遲一年，足球正面臨生存危機，但他相信
能渡過這道難關。

【東京30日綜合電】國際奧委會周一
官方宣布，推遲後的東京奧運會將會在
2021年7月23日開幕。至於已出售的門
票，可以在延期後繼續使用，若因時間
問題未能使用，觀眾也可選擇退票。

拿姆:現處足球回饋社會之時
拿姆在周日出版的《星期日世界報》專訪中表示：「足球現
在面臨生存危機，需要各方團結一致。」而且他認為，如果在
危機期間，球員和足球界人士為公眾樹立榜樣，那麼足球還將
以更強的姿態走出困境，「教練和球員的捐款行動已經表明他
們願意承擔責任。社會承載足球，大眾為足球而欣喜，現在
正是足球回饋社會和大眾的好時候。」
「如果抵抗病毒的疫苗開發出來，足球就能夠很快恢復。」
拿姆說，「但前提是，我們能夠在疫情期間維護好我們的足球
運作系統，這是德國足球的驕傲，它讓德甲成為世界頂級聯賽。」
作為 2024 年德國歐國盃組委會主席，拿姆表示完全理解 2020
年歐國盃被推遲一年的決定，「這是個困難的決定，不同尋常，
但別無選擇。」原本計劃在歐洲 12 個城市共同舉辦的 2020 年
歐國盃推遲後如何進行，目前還沒有定論。拿姆說：「首先這
12 個城市要表明是否還有意在明年承辦歐國盃，歐洲足協正在
考慮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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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奧組委主席森喜
朗 ， 在記者會上宣布延
期後的東奧開幕日期。
期後的東奧開幕日期
。

楊素梅(後排中)親身探訪該計劃的受惠基層單親家庭。
及鼎力支持。在疫情期間，仁愛堂將會繼續持守專
業、緊守崗位，除維持基本及必要的服務外，亦會積
極關懷弱勢社群的需要，與市民攜手跨過疫境。
黃玉山教授表示，大學一直密切關注疫情的發
展，透過各方面的措施應對，包括加強校園清潔及
消毒，積極推行網上教學，與學生透過網上平台保持
緊密聯繫等。他形容「每個人貢獻的一點綿力對社區
而言甚具意義。」
李燕瓊教授表示，活動不只能夠惠及社群，同時亦
可讓學生從中得益，加強他們的社會責任。
所有「護理抗疫福袋」將於 4 月初陸續送到非政府
機構及護理院舍。聖雅各福群會代表稱，他們會將物
資派發予轄下單位的服務對象，支援他們抗疫。

東奧 明年 7.23開幕
出售門票可延期使用

日本共同社周日引述消息報道，為使賽程的安排
不至於有太大變動，明年奧運會舉辦時間應該和原
來的舉辦時間相近。東京奧運會原本在今年的 7 月
24 日(周五)開幕，為期 17 天，閉幕時間是 8 月 9 日
(周日)，由於 2021 年 7 月 23 日是周五，定在這一天
開幕比較合適，閉幕時間相應變為 8 月 8 日。該人
士還說，東京奧組委的「特別計劃部」考慮多個方
案，也考慮過春天舉辦的可能，但放到夏天舉辦的
好處顯而易見：為新冠疫情萬一拖得太久留出時間。
東京奧組委主席森喜朗前天表示，東京奧運會不
可能在春天舉行，舉辦時間應該在6月到9月之間。
國際奧委會上周四與國際各單項體育組織舉行了電
話會議。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在會議上表示，將在
未來一個月內決定東京奧運會的具體舉辦日期。
在周一，國際奧委會官方發文表示，國際奧委會、
國際殘奧會、東京奧組委、東京都政府及日本政府
經商議後，決定東京奧運會將在2021 年7 月23 日至
8 月 8 日舉行，東京殘奧會則會在同年的 8 月 24 日

哈利卡尼::6 月底是限期
哈利卡尼

【倫敦30 日綜合電】熱刺前鋒哈利卡尼周日表
示，受新冠疫情影響停戰的英超若到 6 月底還不
能完成所有賽事，就應該考慮取消這個賽季比賽。
「我知道英超方面會盡一切努力讓賽季結束，
但總需要有一個限度，也許對我來說，6 月底就
是這個限度。」哈利卡尼在社交媒體上說。
此前英格蘭各級別聯賽全部停擺，4 月 30 日前
不會恢復。英格蘭足總同意在本季取消對各聯賽
完賽時間的限制。依照之前的規定，各聯賽每個
賽季的完賽時間都不能遲過 6 月 1 日。
英超聯賽已進行第 29 輪，剩下 9 輪比賽意味
恢復後的聯賽即使全部一周雙賽也需要至少一個
月的時間才能完成。隨疫情不斷發展，英國媒

【香港商報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日前起一連 6
星期，推出 7 場免費的線上「抗疫『贏』商講座系
列」，邀請市場及數碼營銷、中港法律、金融、人力
資源及企業管理等不同範疇的專家，分析疫情對經濟
及商務發展的影響，以及傳授企業應對的方法，協助
他們「疫」境自強。
廠商會會長吳宏斌預期，疫情對本地經濟活動的影
響將持續一段時間，未來的環球經濟格局更可能出現
變化，另一方面，民眾的消費模式正急劇轉變，這不
但令電子商務得到短期的增長機會，更可能會對本地
的電商發展生態，以至企業的經營模式帶來深遠的影
響。故此，企業除了作好緊急應變，亦應部署持續經
營的策略。他說,不少企業特別是中小企對轉型仍未準
備就緒，故希望透過該系列講座，助業界掌握形勢，
尋找短期及長期的方案，在逆境之下靈活應變，轉危
為機。他指，廠商會亦正加緊發掘有助企業實踐轉
型、加快復元的渠道。
「抗疫『贏』商講座系列」包括︰疫情下的環球市
場大混亂，「危」「機」轉化，疫情期間內地勞動法
的政策執行解讀，「疫」境下的數碼轉型策略，疫情
下勞資雙方的法律權益，廠商會中小企抗疫支援措施
網絡交流會等，採用「無接觸」形式，於視像會議平
台 Zoom 進行，費用全免。有興趣參與的企業可於
https://www.cma.org.hk/tc/menu/42/courses/2 報名。

體普遍分析聯賽短期內恢復的可能性不大。而通
常情況下，新季在每年 8 月就將開啟。
「(這個賽季)一直踢到7 月或者8 月，並且讓下
季時間延後，我不覺得這有什麼好處。」卡尼說，
「如果 6 月底的時候賽季還不能結束，我覺得就
需要考慮別的選擇，直接準備下個賽季了。」
英超榜首的利物浦現時領先少踢一場的曼城25
分，餘下 9 輪比賽，只需多贏兩仗就鎖定冠軍。
若然最終聯賽未能完成，外界對於是否頒給紅軍
冠軍獎盃持不同意見；曼城的根度簡表示，將冠
軍授予利物浦做法「公平」。他說：「作為一名
運動員，你要持公平公正的原則。就我而言，以
目前情況，實在沒有理由不將冠軍授予利物浦。」

至 9 月 5 日進行。
3 月 24 日，鑒於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勢，國際奧
委會與東京奧組委發表聯合聲明，宣布東京奧運會
將改期至 2020 年後，但不遲於 2021 年夏天的日期
舉行。東京奧組委 CEO 武藤敏郎在周一的記者會
上表示，已出售的門票，可以在延期後繼續使用。
此外，東京奧運會被推遲後，已經抵達日本的奧運
聖火未來一年多時間將在東京保存，不過具體地點
還沒有確定。
據報道，東京奧組委決定，奧運聖火從下月開始
在2011 年受地震和海嘯影響最嚴重的福島縣的國家
足球訓練中心展覽，一個月後將運抵東京。
奧運聖火本月20 日抵達日本，東京奧組委原計劃
在地震災區展覽 6 天後，26 日在國家足球訓練中心
舉行火炬接力開幕式，但奧運會被推遲後，火炬接
力活動被取消。報道說，聖火目前一直保存在福島，
下個月的展覽將由工作人員嚴格管理，以防新冠病
毒傳播。如果出現人群擁擠，展覽將暫時停止。

槍手睇中盧卡祖域
槍手

【倫敦 30 日綜合電】對於前鋒奧巴美揚遲遲未肯續約，看
來英超球隊阿仙奴(槍手)已經失去耐性了。有消息指，槍手已
作好準備，一旦奧巴美揚決定離隊，就會從皇家馬德里收購
盧卡祖域頂替。
奧巴美揚與阿仙奴的合約將於明年夏天屆滿，雖然球隊希
望能夠留住這位隊中首席射手，惟在奧巴美揚遲遲未肯動筆
簽字的情況下，阿仙奴不得不及早制訂 Plan B。考慮到奧巴
美揚已年屆 31 歲，提前為鋒線換代也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
而領隊阿迪達對於出售該加蓬射手也沒有太大異議。
據悉槍手已將目標鎖定皇馬的盧卡祖域，該名塞爾維亞前
鋒加盟皇馬之後，表現遠遜預期，外界批評聲音不絕。雖然
本季 24 次為皇馬上陣只入 2 球，但槍手對該名 22 歲射手的未
來還是充滿信心。

日清支持港選手
日清
支持港選手

日清食品宣布與港協暨奧委會合作，成為其
中國香港代表隊獨家食品夥伴，支持香港運動
員出賽東京奧運(東奧)。
儘管東奧延期舉行，影響了運動員的部署，
日清企業貫徹「HUNGRY to WIN」的企業理
念毋懼挑戰，決定與香港精英運動員並肩透過
是次的贊助，以行動支持他們。日清食品期望
藉此增加市民對香港運動員的認識與支持。日
清食品將會參與由港協暨奧委會主辦，今年舉
行的體育節及奧運日，藉此增加市民於期間對
一眾備戰東奧香港運動員的期待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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