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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拒入度假村隔離
當局稱住院隔離已符要求 須醫學監察者增至逾2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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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 )食物
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示，H7N9
禽流感未出現人傳人情況，社區爆發風
險低，暫時毋須全面暫停內地活雞供
港，現階段亦毋須旅客在關口填寫健康
申報表。
高永文在立法會回應緊急質詢時強

調，根據流行病學和實驗室調查顯示，
尚未有證據顯示H7N9病毒能夠持續人
傳人，故目前在本港社區爆發風險仍
低。他重申，首宗確診個案經初步調
查，認為有可能屬於輸入的散發個案，
曾經與患者有密切接觸的多名人士已接
受快速測試，現階段結果全部為陰性。
當局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並會繼續調
查感染源頭。

毋須全面停內地活雞供港
對於有議員提出全面暫停內地活雞供港，

高永文認為，暫時未知染病印傭到過哪個
街市，所以當局停止3個深圳雞場雞隻供
港只屬預防性措施，與平日措施不同，屬
較嚴謹做法。在這情況下，他認為暫時毋
須全面停止內地活雞供港。
面對H7N9威脅，高永文指，政府會

採取一系列衛生防護措施，防止H7N9
禽流感在社區爆發，包括加強醫院前線
人員培訓、加強與其他衛生當局聯繫、
盡量縮短確診時間、及時公布確診個案
等。他續說，政府已多次宣傳不要接觸
活家禽，卻仍出現病例，當局會特別加
強向少數族裔宣傳。他又說，衛生署已
落實一系列港口衛生措施，但目前不會
要求市民過關時填寫健康申報表，因為
這做法未必有用。

梁挺雄表示，17名緊密接觸者全部對病
毒測試呈陰性反應，包括僱主一家10

人、同行往深圳的1名印尼籍朋友，以及曾
在屯門醫院同一病區的6名病人。當中，1
名曾與患者入住屯門醫院同一病區的病
人，出現上呼吸道感染病徵，令有病徵人
數增至5人，全部正服用藥物「特敏福」預
防。

印傭發高燒 續用人工肺
醫管局總感染控制主任曾艾壯表示，確診
感染H7N9病毒的36歲印傭，仍在瑪麗醫院
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危殆。患者病情沒有
明顯轉差，須繼續使用人工肺輔助，昨日發
高熱，但其他主要器官功能平穩。

無證據指病毒基因重組
衛生防護中心繼續追查其他接觸者，人
數增至220多人，包括屯門及瑪麗兩間醫院
醫護人員，以及兩間屯門私家診所醫生、
職員及病人等，全部無異常，只須接受醫
學監察。梁挺雄又指，現已完成病毒基因
排序，發現與內地個案樣本無明顯分別，
無證據顯示病毒基因重組，或對特敏福有

抗藥性。
對於屯門醫院首兩次測試均顯示病人對

H7N9病毒呈陰性反應，曾艾壯解釋指，院
方最初沒有得到病人曾外遊及接觸禽鳥的
資料。首兩次測試採用敏感度較低的抗原
測試；第三次測試轉用敏感度較高的快速
測試。

3無病徵者專車送入營
另外，中心前日公布，5位無病徵人士入

住度假村隔離。據悉，部分人以不想舟車
勞頓為由拒絕入住，中心沒有交代如何處
理，亦沒有回應市民是否有權選擇隔離，
以及隔離地點。直至昨傍晚，3名無病徵的
印傭僱主家人，由專車送往度假村隔離。
梁挺雄昨日未有回應其餘2人未入住原因。
他表示，接觸者在醫院接受隔離已符合要
求。
根據法例第五百九十九章《預防及控制

疾病條例》 第七條訂立規例的權力，衛生
署署長可訂立規例，隔離任何人、物品或
地方，或作出檢疫。梁挺雄表示，將陸續
安排其他適合的緊密接觸者入住麥理浩夫
人度假村隔離觀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本港首名確診人類感染禽流感（H7N9）

的36歲印傭，仍在瑪麗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仍然危殆。衛生防護中

心總監梁挺雄昨日表示，17名緊密接觸者全部對病毒測試呈陰性反應，當

中1名曾與患者入住屯門醫院同一病區的病人，出現上呼吸道感染病徵，令

有病徵人數增至5人。衛生防護中心繼續追查其他接觸者，人數增至逾220

人，他們均沒有病徵，毋須接受測試，但須接受醫學監察。另3名無病徵的

印傭僱主家人，昨日傍晚由專車送往西貢麥理浩夫人度假村隔離最少10天。

衛生防護中心稍後會陸續安排其他無病徵人士入住。

工聯會請願 促長者醫券內地適用

深增活禽檢疫每日消毒4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深圳報

道）香港確診首宗人類感染H7N9禽流
感個案，患者懷疑曾在深圳有家禽接觸
史。深圳方面表示，目前仍未能確定患
者在深圳感染。記者採訪了解到，深圳
南山、福田等農批市場已採取應急措
施，加強對進入市場活禽的檢驗檢疫證
書等檢查，同時增加平日消毒次數至4
次。目前為止，深圳已抽取3,036份血
清樣品和3,295份拭子樣品，檢測結果
全部為陰性。

發熱呼吸道病例無增加
深圳市疾控中心昨日表示，接到港方

向廣東省疫情通報後，立刻對患者發病
前曾到過深圳相關地點進行流行病學調

查。該中心副主任馬漢武接受記者採訪
時表示，通報中所指地方並沒有患者所
說的禽鳥批發市場或者大型菜市場，
「那個地方的市民目前仍照常生活，沒
有發現有呼吸道病例和發熱增多的情
況。」
馬漢武表示，深圳已啟動多項措施防

控禽流感，特別加強流感樣病例監控。
全市在醫院就診的發熱呼吸道病例沒有
增加。
福田農批市場負責人表示，農批市場

已採取應急措施，加強對於進入市場活
禽檢驗檢疫證書等資質檢查，加強與活
禽銷售者的聯繫監控，增加平日消毒次
數至4次。交易高峰期過後，將安排人
員清潔活禽交易場地。

護士3年增一成醫局再招2,100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

永文昨日在立法會表示，醫管局一直關注人手供應問
題，包括公立醫院前線護士人手短缺情況。過去3年，
醫管局護士整體人手由19,866人增至21,816人，增幅達
一成。醫管局本年度會招聘2,100名護士，補充流失人手
及紓緩前線護士工作壓力。另外，醫委會昨日通過3名
非本地醫生申請，以有限度執業註冊，在醫管局轄下公
立醫院服務。
高永文表示，醫管局評估醫護人手需求標準是病房工
作量，而非護士與病人比例。因為各專科病人情況和需
要不同，需提供服務種類和程度亦不同。這評估標準除
了考慮病人人數外，還會把病人護理依賴程度納入計
算。他又說，醫管局會考慮因服務增長而產生的額外需
求，以及人手流失所產生的補缺等推算護士人手需求，
本年度會招聘2,100名護士。

准3海外醫生公院服務
另外，醫委會昨日通過3名非本地醫生申請，以有限
度執業註冊，在醫管局轄下公立醫院服務。醫管局發言
人表示，當局會盡快完成人力資源程序，安排3名醫生
分別於麻醉科、急症科及家庭醫學工作。
醫管局強調，當局已採取一籃子措施，例如加強招聘

人手、改善晉升機會、支援登記護士專業發展等，致力
改善護士人手短缺情況。當局又會繼續在本地招聘全職
及兼職醫生，以及採取連串措施挽留醫生人手，紓緩前
線醫生工作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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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多名立法會議
員昨日提出質詢，指現時有不少本港長者選擇到
福建省定居，促請當局把「廣東計劃」擴展至福
建省。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廣東計
劃」基於特殊背景推出，包括地理、經濟、社
會、兩地融合等因素，當局暫時無意把計劃擴展
至福建省。
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指，愈來愈多香港長者

選擇到福建省定居，要求政府把「廣東計劃」擴
展至福建省，讓合資格長者毋須每年返港，也可
每月領取高齡津貼。張建宗回應指，「廣東計
劃」基於特殊背景推出，除了廣東是香港長者退
休優先選擇地點外，兩地來往亦較方便，容易獲
得家人支援，故內地城市中只有廣東省符合以上
條件，故暫時無意把計劃擴展至福建省。他又
指，「廣東計劃」自10月開展，現階段應先聚焦
工作，一年後會再檢討，並研究向選擇移居廣東
的長者發放「長者生活津貼」可行性。
現時每名受惠於「廣東計劃」的長者，可領取
高齡津貼金額一律為每月1,135港元。65歲至69
歲申領人須先接受經濟狀況審查；70歲或以上申
領者毋須接受經濟狀況審查。

社聯新總裁盼《施政》提長福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香港社會服務聯

會新一任行政總裁蔡海偉本月履新，他昨日接受記
者採訪時表示，社聯未來仍然關注低收入家庭補貼、
長者及殘障等特殊人士議題。對於特首正就明年施
政報告聽取各界意見，蔡海偉指出，除了推動低收
入家庭補貼外，亦期望施政報告提到長遠福利政策
規劃。他認為，當局應清楚了解各類服務長遠需求
及供應，才能推出相應政策協助有需要群體。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前任行政總裁方敏生早前辭

職，由在社聯任職21年的蔡海偉接任，並於本月1
日履新。他昨日約見傳媒時表示，社聯未來繼續
關注社福及貧窮問題，例如低收入家庭、長者、
殘障人士、少數族裔等方面的政策倡議工作，同
時會透過政府各界推動社福服務發展。蔡海偉認
為，現時社會上仍有很多群體未受惠於政府福利
政策，「福利政策是社會投資，雖然今日未必立
刻有回報，但能夠減少社會未來負擔」。

籲了解長者院舍需求

對於明年施政報告行政長官近日不斷聽取各界意
見，蔡海偉表示，社會對低收入家庭補貼有很大需
求，建議特首明年施政報告提出具體政策。他又指，
政府尚未有長遠福利規劃，令現時推行相關政策時
人手不足、欠缺地方，「政府顧問報告在1998年曾
建議作長遠福利規劃，但最終不了了之。當局可先
因應長者長期服務進行規劃，了解院舍服務未來需
求及供應估算，才能推出相應政策協助有需要群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本港愈來愈多長者選
擇回內地養老，但近年內地醫藥費愈來愈昂貴，長者生
活壓力愈來愈重。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聯同逾10
名成員，昨日到立法會外請願，要求政府加強對回鄉安
老長者的醫療配套，並建議把長者醫療券計劃適用範圍
擴展至內地。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在立法會上
回應黃國健口頭質詢時表示，當局正為居於內地的本港
長者作出研究，讓他們可在個別內地城市特定醫院或診
所使用醫療券，支付當地基層醫療服務費用。

黃國健憂長者舟車勞頓
內地醫療費愈來愈昂貴，內地退休養老生活成本愈來

愈高。黃國健表示，長居內地的本港長者因為沒有內地
戶籍，未能享有當地醫療福利保障，加上始終對香港醫
療服務較信任，以致每年均有不少患病長者選擇回港就
醫。這些長者容易因長途跋涉影響病情，亦可能因為須
付額外交通費而失去盡快求醫的動力。黃國健建議政府
加強對回鄉安老長者的醫療配套，包括考慮把醫療券計
劃適用範圍擴展至內地，並鼓勵在內地安老的長者使用
當地由港人營辦的醫療服務，讓他們不需為求診而舟車
勞頓，或因為沒有當地醫療福利保障而被蠶食積蓄。

高永文：正研可攜性
黃國健昨日在立法會對上述問題提出口頭質詢，高永

文回應指，醫管局估算公營醫療服務需求時，會充分考
慮所有合資格人士需要，不會因為部分香港居民移居內
地而忽略了他們對本港醫療服務的需要。高永文又指，
當局正研究長者醫療券可攜性，讓內地定居的本港長者

可在個別內地城市特定醫院或診所，如香港大學深圳醫
院等使用醫療券，支付當地基層醫療服務費用。當局需
詳細計劃具體細節安排，以及解決計劃涉及的技術事宜，
並會在適當時候與持份者商討，試驗細節。

■■蔡海偉期望明年蔡海偉期望明年
施政報告提到長遠施政報告提到長遠
福利政策規劃福利政策規劃。。

王維寶王維寶 攝攝

■■黃國健建議當局考慮把醫療券計黃國健建議當局考慮把醫療券計
劃適用範圍擴展至內地劃適用範圍擴展至內地。。 王維寶王維寶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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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挺雄梁挺雄((右右))表示表示，，
將陸續安排其他緊密將陸續安排其他緊密
接觸者入住麥理浩夫接觸者入住麥理浩夫
人度假村隔離觀察人度假村隔離觀察。。

張文鈴張文鈴 攝攝

■懲教署昨日在喜靈洲懲教所進行代號「和諧十四號」演
習，模擬懲教院所內發生挾持人質事件，測試各單位應變
能力。圖為懲教署緊急應變隊在飛行服務隊協助下空降喜
靈洲參與演習。

懲教 署演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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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5℃ 雷暴
河　　內 28℃ 34℃ 密雲
雅 加 達 23℃ 31℃ 多雲
吉 隆 坡 24℃ 32℃ 雷暴

馬 尼 拉 26℃ 32℃ 密雲
新 德 里 28℃ 38℃ 多雲
首　　爾 24℃ 29℃ 多雲
新 加 坡 25℃ 31℃ 雷暴
東　　京 26℃ 32℃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9℃ 14℃ 驟雨

悉　　尼 9℃ 19℃ 多雲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4℃ 21℃ 有雨
雅　　典 25℃ 36℃ 天晴
法蘭克福 15℃ 22℃ 多雲
日 內 瓦 11℃ 25℃ 天晴
里 斯 本 25℃ 38℃ 天晴

倫　　敦 15℃ 22℃ 多雲
馬 德 里 20℃ 36℃ 天晴
莫 斯 科 12℃ 21℃ 天晴
巴　　黎 15℃ 24℃ 密雲
羅　　馬 18℃ 28℃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4℃ 38℃ 天晴

檀 香 山 23℃ 31℃ 天晴
洛 杉 磯 16℃ 23℃ 毛毛雨
紐　　約 22℃ 35℃ 多雲
三 藩 市 13℃ 18℃ 毛毛雨
多 倫 多 25℃ 37℃ 天晴
溫 哥 華 17℃ 24℃ 天晴
華 盛 頓 25℃ 37℃ 天晴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3℃ 雷暴
河　　內 28℃ 36℃ 驟雨
雅 加 達 25℃ 34℃ 薄霧
吉 隆 坡 25℃ 34℃ 驟雨

馬 尼 拉 24℃ 31℃ 多雲
新 德 里 32℃ 45℃ 天晴
首　　爾 20℃ 32℃ 多雲
新 加 坡 26℃ 32℃ 多雲
東　　京 21℃ 26℃ 有雨

澳洲
墨 爾 本 8℃ 15℃ 驟雨

悉　　尼 8℃ 19℃ 天晴

阿姆斯特丹 11℃ 22℃ 雷暴
雅　　典 24℃ 34℃ 天晴
法蘭克福 14℃ 28℃ 多雲
日 內 瓦 16℃ 29℃ 天晴
里 斯 本 17℃ 23℃ 多雲

倫　　敦 12℃ 20℃ 明朗
馬 德 里 18℃ 33℃ 多雲
莫 斯 科 12℃ 23℃ 有雨
巴　　黎 14℃ 21℃ 有雨
羅　　馬 15℃ 28℃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1℃ 36℃ 大風

檀 香 山 23℃ 29℃ 大風
洛 杉 磯 16℃ 26℃ 多雲
紐　　約 14℃ 24℃ 多雲
三 藩 市 13℃ 18℃ 多雲
多 倫 多 19℃ 28℃ 多雲
溫 哥 華 12℃ 17℃ 多雲
華 盛 頓 16℃ 25℃ 多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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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預測

天晴乾燥，初時部分地區有煙霞，早上清涼

氣溫：15℃-21℃ 濕度：40%-70%
潮漲：11:16(1.7m) 21:53(2.7m)
潮退：04:11(0.4m) 15:18(1.2m)
日出：06:48 日落：17:39

6/12(星期五) 7/12(星期六) 8/12(星期日)

空氣污染指數

0-25 輕微

26-50 中等

51-100 偏高

101-200 甚高

201-500 嚴重

一般監測站#

污染指數：50－100
空氣指數：中等至偏高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115-170
空氣指數：甚高

# 設 於 中 西
區、葵涌、觀
塘、深水 、
沙田、大埔、
荃灣及元朗。
*設於銅鑼灣
及旺角。

查詢天氣：1878200 查詢時差：10013或1000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
9/12(星期一)

氣溫：15℃-21℃

濕度：45%-65%

天晴乾燥

早上清涼

氣溫：16℃-21℃

濕度：50%-80%

大致天晴，日間天氣乾燥

早上清涼

氣溫：17℃-22℃

濕度：55%-80%

大致天晴，日間天氣乾燥

但部分地區有煙霞

氣溫：15℃-21℃

濕度：45%-65%

天晴乾燥

早上清涼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0℃ 11℃ 天晴
長　　春 -9℃ -2℃ 天晴
長　　沙 7℃ 18℃ 多雲
成　　都 4℃ 17℃ 多雲
重　　慶 10℃ 16℃ 密雲

福　　州 10℃ 19℃ 多雲
廣　　州 8℃ 22℃ 天晴
貴　　陽 9℃ 13℃ 有雨
海　　口 17℃ 24℃ 多雲
杭　　州 7℃ 17℃ 天晴
哈 爾 濱 -11℃ -5℃ 天晴
合　　肥 5℃ 17℃ 多雲

呼和浩特 -8℃ 1℃ 天晴
濟　　南 4℃ 10℃ 天晴
昆　　明 4℃ 16℃ 多雲
蘭　　州 -5℃ 9℃ 天晴
拉　　薩 -7℃ 11℃ 天晴
南　　昌 8℃ 17℃ 天晴
南　　京 6℃ 17℃ 多雲

南　　寧 9℃ 23℃ 多雲
上　　海 9℃ 17℃ 多雲
瀋　　陽 -4℃ 4℃ 天晴
石 家 莊 3℃ 10℃ 天晴
台　　北 11℃ 21℃ 有雨
太　　原 -5℃ 9℃ 天晴
天　　津 2℃ 9℃ 密雲

烏魯木齊 -7℃ 0℃ 有霧
武　　漢 3℃ 17℃ 多雲
西　　安 1℃ 12℃ 天晴
廈　　門 12℃ 21℃ 多雲
西　　寧 -12℃ 7℃ 天晴
銀　　川 -7℃ 5℃ 天晴
鄭　　州 5℃ 13℃ 多雲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2℃ 32℃ 有霧
河　　內 14℃ 24℃ 多雲
雅 加 達 24℃ 35℃ 雷暴
吉 隆 坡 24℃ 33℃ 雷暴

馬 尼 拉 23℃ 31℃ 多雲
新 德 里 10℃ 27℃ 天晴
首　　爾 3℃ 9℃ 多雲
新 加 坡 24℃ 32℃ 雷暴
東　　京 8℃ 16℃ 天晴

澳洲
墨 爾 本 10℃ 16℃ 驟雨

悉　　尼 19℃ 24℃ 驟雨
歐洲

阿姆斯特丹 0℃ 7℃ 有雨
雅　　典 6℃ 10℃ 多雲
法蘭克福 -2℃ 3℃ 多雲
日 內 瓦 -3℃ 4℃ 多雲
里 斯 本 7℃ 16℃ 天晴

倫　　敦 4℃ 7℃ 有雨
馬 德 里 -1℃ 14℃ 天晴
莫 斯 科 0℃ 0℃ 有雪
巴　　黎 2℃ 8℃ 密雲
羅　　馬 6℃ 16℃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8℃ 13℃ 驟雨

檀 香 山 21℃ 28℃ 驟雨
洛 杉 磯 9℃ 16℃ 天晴
紐　　約 4℃ 11℃ 天晴
三 藩 市 5℃ 12℃ 天晴
多 倫 多 0℃ 8℃ 驟雨
溫 哥 華 -3℃ 2℃ 天晴
華 盛 頓 5℃ 13℃ 多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