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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觸活禽 老翁染疫亡
曾住深圳病發返港求醫 暫列外地輸入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本港昨日確

■ 75 歲老翁前晚到屯門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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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第 4 宗人類感染甲型禽流感 H7N9 個案，患
者是一名 75 歲老翁，前晚送入屯門醫院後，
因情況轉壞於昨晨死亡。據了解，死者發病
前曾於深圳寶安區短住，沒有到過街市及接
觸過活家禽。衞生防護中心表示，患者在深
圳的居所樓下有活禽市場，相信是外地輸入
個案。而 5 名密切接觸者，至今沒有出現病
徵，會被送往瑪嘉烈醫院接受測試和觀察。
中心亦會聯絡相關內地衞生當局，跟進病人
於深圳期間的接觸者了解個案。食物及衞生
局局長高永文預期，類似感染個案仍有可能
發生。

衞

生防護中心顧問醫生張竹君昨日交代本港發現第4
宗人類感染 H7N9 禽流感確診個案。她指，該名
75歲患者昨晨在屯門醫院去世。據了解，老翁病發前曾
在深圳寶安區居住一個星期，前晚在深圳家中發病，有
咳嗽、發燒等症狀，因而返港求醫。

入院翌日心臟轉差不治
她表示，該名老翁本身有長期病患，前晚到屯門醫院
急症室出現嚴重肺炎。他被轉往隔離病房後，情況其後
急轉直下，於昨晨死亡。衛生防護中心經測試後，證實
他感染H7N9禽流感，個案已轉交死因裁判官調查。
屯門醫院發言人發出的新聞稿補充，該名患有心臟病
及其他多種長期病患的男子，前日晚上 9 時許因為心口
痛、氣促及咳嗽，由救護車送往屯門醫院急症室。急症
室醫護人員為病人初步檢查時發現病人出現心衰竭、發
燒及肺炎，隨即安排病人往內科病房接受進一步治療。

■張竹君指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通報一宗人類感染
甲型禽流感（H7N9）確診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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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科醫生進行進一步檢查後，認為病人除了心臟問題
外，肺部感染情況嚴重，於是將病人轉送隔離病房治
療，並安排流感測試。在隔離病房治療期間，病人維生
指數維持穩定，並接受廣效抗生素治療肺部感染，至昨
晨 6 時許，病人心臟情況突然轉差，搶救無效至大約上
午8時不治。

4家人沒有出現病徵
張竹君說，根據入院紀錄，患者由本月 20 日至 26 日
曾到過深圳當地親友住所暫住數天，但聲稱沒有到過街
市或接觸過活家禽。據了解，患者在港居住在天水圍，
家中有太太和 3 名子女，平日不用到市場買餸，但在深
圳期間，因為住所樓下有活禽市場，相信應是外地輸入
個案。

她又說，患者入院前接觸過的 4 名家人，及在屯門醫
院期間的同房病人，都列為密切接觸者，須接受醫學隔
離。該 4 名家人至今沒有出現病徵，會被送往瑪嘉烈醫
院接受測試和觀察。
被問到為何患者返港時在口岸未被發現染病，她回應
指，患者當時只有輕微病徵。至於患者去世前是否食過
雞及深圳居所地址，張竹君表示，中心會詳細詢問患者
家人，以及聯絡相關內地衞生當局和患者居住深圳期間
的接觸者作了解個案。
衞生防護中心正就有關患者的外遊紀錄及接觸史作進
一步調查，同時追蹤病人的其他接觸者，包括 4 名曾與
病人入住屯門醫院同一病區的人士，以及屯門醫院及救
護服務的醫護人員，並對他們進行醫學監察。
張竹君說，由於農曆新年期間天氣寒冷，不排除再有

高永文：構思兩地活雞不共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府日前將活禽市場
關閉 21 日，並銷毀約 2 萬隻本地及內地活禽，引起雞
農不滿。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示，沒有可
能做到禽流感零風險，本港有需要考慮長遠是否應保
留活雞供應，當局已開始構思設立地點，讓內地供港
活雞等候檢疫結果期間，避免與本地活雞共處，強調
基於保障公眾健康的大前提下，要採取果斷措施防控
病毒散播。
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爆出有內地家禽感染
H7N9，高永文日前表示，香港有需要考慮長遠應否
保留活雞供應。他昨日出席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
生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時再指，為回應業界訴求，當
局會評估是次個案對業界的影響，港府正考慮聘請顧
問研究，在內地供港活雞等候檢疫結果時，避免與本
地活雞共處，但有關措施不會在 21 日內做到，而目前
■高永文表示，沒有可能做到禽流感零 文錦渡的裝備亦不足以做到生物安全。
他承認，政府了解年近歲晚，實施銷毀家禽及停售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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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禽措施，會對家禽業生意帶來損失，但強調基於保
障公眾健康的大前提下，要採取果斷措施防控病毒散
播。

保留吃活雞要付出代價
對於有議員批評，現在並非適當時候提出銷毀家禽
的說法，高永文認為，如果不做永久終止輸入內地活
雞的決定，等同抱着本地雞農陪葬，因沒有辦法保
證，21 日後再有內地雞入口時是沒有雞有病。他又
稱，即使有指本地雞隻足以應付本地需求，但本港能
否持續有相關供應仍是問題，亦涉及到公平貿易的問
題，當局需再作考慮。
高永文表示，即使先進地區養殖活雞亦有風險，同
意長遠應否保留活雞供應並非首要處理事項，港府不
會倉卒決定，但強調如果社會要繼續要保留吃活雞的
習慣，就要付出相應的代價，包括雞農的額外投資及
港府的防疫開支。

雞農：港活雞可自給自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日前
首次在活家禽驗出 H7 禽流感病毒，政
府宣佈本港暫停售賣活雞21日。現時港
人每天吃約2.7萬隻活雞，其中2萬隻來
自本港，其餘 7,000 隻來自內地。有本
港雞農代表昨日表示，認為本地雞隻可
以足夠提供本地市場，又建議政府應在
牌照上促放寬養雞限額一成，以及另設
地方賣雞，以應付本地需求。
新界養雞同業會理事長鄧煒麟昨日出
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業界不希望政府對
本地養雞業界賠償，只希望能自力更
生，反對政府提出香港人應考慮是否非
吃活雞不可的說法，認為本地雞隻可足
夠提供本地市場。
鄧煒麟續說，不滿意前天與政府商討
的結果，認為新界所養的雞隻並無病
毒，建議香港應該另設地方賣雞。他又
說，回歸後一直跟隨政府指引，本地雞
場的生物保安工作亦做得很好，亦投資
不少金錢，從而做到零感染。
他說，自己的雞場就投資了 4,000 多
萬，現時本港每日出售超過 2 萬隻新鮮

雞，本地雞佔比例四分之三，認為政府
在牌照增加養雞限額一成，就足以應付
本地需求。他又說，本地養雞業不會謀
取暴利，可將雞隻比現時更低的價錢出
售。

促放寬雞場養雞限額
另外，有雞農亦認為，本地有能力做
到自給自足。他指，現時本港有39個農
場，若每天要出多 7,000 隻雞都沒有問
題，而且部分農場就連雞苗都是自己一 ■新界養雞同業會理事長鄧煒麟 (前排左)昨日接受電台訪問。
手一腳孵，單靠孵蛋機每月就可出產 7
萬隻小雞。至於孵出多些小雞是否有足
夠地方飼養，雞販表示，現時香港的雞
場可以飼養更多雞隻，只要政府提高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廣東省農業廳昨日表示，順德家
個雞場的雞隻限額，便不用另找地方。
禽養殖場和批發市場雞隻樣本，並未發現 H7N9 病毒。廣東農
香港活家禽批發商商會會長徐名團則
業廳透露，在順德供港雞隻樣本中，檢出 H7 禽流感抗原陽性
表示，現時雞價較以往高的原因，是由
後，農業部門緊急採集順德區 24 個家禽養殖場和批發市場 83 個
於供應少，從市場角度看本地雞供應不
雞隻樣本化驗，檢測H7N9全部為陰性。
足，會令雞價上升。但他認為香港作為
廣東省農業廳表示，由 2013 年至現在，廣東未發生禽類的禽
美食天堂，不應無新鮮雞供應，認為政
流感疫情，經檢疫合格從正規渠道銷售的禽畜及產品，可放心
府的建議是改變市民習慣，令市民無飲
購買及經煮熟後食用。
食自由是很專制的說法。

順德雞隻樣本未測出H7N9

零星個案出現，強調目前仍未有人傳人跡象，風險評估
與之前相若。同時，這段期間會有大量港人回鄉過年，
她呼籲市民盡量避免經過街市，若到街市，要注意個人
衛生，帶備酒精搓手液消毒，以及避免接觸活家禽。

籲回鄉過年避免到街市
另外，高永文昨日表示，由於內地仍有零星散發性個
案，因此預期類似感染個案仍有可能發生。他又指，目
前香港和內地每日人流來往近 10 萬人次，有一部分香
港人長住內地，他明白部分人表示，很難不前往街市，
因此已要求衞生防護中心向這一類人士提供個人防疫工
作資料。他提醒市民，在接觸活禽或到過有活禽的街市
後，要先洗手，才可接觸眼、口等部位，減低感染風
險。

港鐵觀塘延線完成55%工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港
鐵 5 條新線建造工程進行得如火如
荼，其中前山谷道邨已由昔日的石山
變成數十米深的人造峽谷，以便建造
達 8 層高的何文田站，作為觀塘延線
和沙中線的轉線站；觀塘延線月台則
以岩洞形式建造，其中南端月台的開
挖亦已近尾聲。港鐵表示，觀塘線延
線已完成 55%整體工程，下半年將開
始鋪設路軌和機電安裝，預計可按計
劃於2015年完工。
港鐵觀塘延線建造工程於 2011 年 5
■周蘇鴻表示，觀塘線延線
月展開，全長約 2.6 公里，設何文田
整體工程已完成55%。
梁祖彝 攝 和黃埔兩個新增地下車站。其中何文
田站位於前山谷道邨地底，採用十字
形設計，深達8層，將是沙中線和觀塘線的轉線站。

石山變70米深人造峽谷
港鐵早前安排傳媒參觀何文田站地盤，並交代港鐵觀塘延線建造
工程的最新進展。港鐵觀塘線延線總經理周蘇鴻表示，何文田站觀
塘線延線月台以岩洞形式建造，岩洞高達 16 米，建設內壁後則高 12
米，作為觀塘延線月台和轉車大堂。其中南端月台的開挖已近尾
聲，僅留下距離何文田站主體地盤3米厚的石壁作隔阻，以免影響雙
方的工程安全，北端月台的開挖工程亦稍後展開。
石壁以外，何文田站主體建築亦繼續推進，因應當區地勢，港鐵
建造何文田站主體建築時採用「明山爆破」方式替代機械打石，減
低工程噪音對周邊地區的影響，並將原來的石山變成 70 米深的人造
峽谷，至今已進行過 160 次「明山爆破」，平均每次使用炸藥達 400
公斤。現時車站爆破工序已完成 95%，尚餘 10 米深的爆破程序預計
可於今年3至4月間完成。

爆破保護網大油塘站倍半
為減少塵土飛揚對附近民居的影響，港鐵在爆破時分別使用鐵籠
和大型爆破保護網，其中保護網可減省平整地面、砌磚台和吊運鐵
籠等預備工序，每周可進行爆破達 4 至 5 次，遠多於鐵籠每周最多 2
次。周蘇鴻指，過去建造油塘站時亦有使用爆破保護網，但今次保
護網的覆蓋範圍最大超過5,000 平方米，比建造油塘站時大一倍半，
以規模可算是近年本港鐵路工程中之冠。
周蘇鴻又指，工程中會挖出達 70 萬立方米泥石，體積相等於 950
個標準泳池的容量，當中約 80%會送往安達臣道石礦場，經過加工
壓碎後，製成混凝土或瀝青循環再造。
他表示，觀塘線延線整體工程已完成 55%，預計所有爆破工程可
於今年中完成，而部分觀塘線延線和沙中線月台結構工程已於 2013
年第四季展開，預計今年下半年將開始為觀塘線延線鋪設路軌、機
電安裝等工序，並可按計劃於2015年完工。

海園暫無意擴大酒店規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海洋公園將於今年
中動工興建第一間酒店，並預計 2017 年完工。海
洋公園副行政總裁李繩宗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
示，暫時無意擴大酒店規模，兩間酒店會維持提
供近1,000個房間。另外，他透露新水上樂園中，
會以新設計重現充滿港人回憶的「五彩天梯」滑
水梯。李繩宗說，海洋公園預計 2020 年將接待能
力提升至每年850萬人次，較現時增加一成，但強
調公園營運宗旨仍是「香港人的公園」。
他在電台訪問上表示，海洋公園的首間酒店將
在年中動工，預計 2017 年落成，並會提供近 500

間房間，而第二間酒店會在今年第二季招標，預
計於 2018 年完工。對於政府評估酒店供應持續緊
張，李繩宗說，早已向城規會提交興建酒店意
向，加上建築成本上升，考慮到造價問題，暫時
無意擴大酒店規模，兩間酒店會維持提供近1,000
個房間。

2020年可接待850萬人次
李繩宗表示，位於大樹灣的前集古村位置的新
水上樂園亦於年中動工，他透露，勾起不少港人
集體回憶的「五彩天梯」滑水梯，會以新設計重

現。同時，亦計劃興建最新款的滑水梯及造浪
池，亦會有大銀幕播放音樂，現時正在進行最後
設計階段。他說，在預算時已包括建築成本會上
升，相信項目不會超支。
他又說，海洋公園計劃到2020年將接待能力提
升至每年 850 萬人次，較目前客量增加約一成。
李繩宗強調，即使旅客量增加，海洋公園營運宗
旨仍然是「香港人的公園」，大前提是照顧本土
需要，繼續向港人提供優惠。公園同時會採取分
流措施，將遊客安排在不同時段入場，以免園內
過份擠逼。

■何文田站位於前山谷道邨，過去的石山已變成數十米深的人造峽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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