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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社交網絡前日誤傳青衣
城卓健醫療中心有確診新沙士個案，引起全城短暫恐
慌情緒。港府衛生署昨日公布，前日等候化驗結果的
16宗個案經初步化驗後，證實對「新沙士」冠狀病毒
呈陰性反應，並呼籲市民不應相信毫無事實根據的謠
言，衛生防護中心已就事件報警。行政長官梁振英強
調，特區政府會嚴陣以待處理疫情。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前日中午至昨日中午共接獲46
宗懷疑個案，隨後更公布中東呼吸綜合症懷疑個案的
化驗結果，45宗個案經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初步化驗

後，證實對中東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呈陰性反應，餘
下一宗正等候化驗結果。中心發言人指，過去24小時
內呈報的懷疑個案最新數字以及個案的初步化驗結
果，會適時公布。

當局籲市民勿自亂陣腳
衛生署發言人表示，衛生防護中心會繼續透過與各

公私營醫院、執業醫生和各個口岸所設立的監測機
制，監察任何中東呼吸綜合症的懷疑個案。發言人強
調，香港至今沒有發現人類感染中東呼吸綜合症冠狀

病毒的個案。
中心表示，十分關注流傳有關新沙士的謠言，並呼

籲市民不應相信毫無事實根據的謠言，當局會就懷疑
個案的公布，盡量做到資訊透明。衛生防護中心總監
梁挺雄呼籲市民注重衛生，不要自亂陣腳，毋須恐
慌；中心由昨日開始，每天兩次公布懷疑個案的檢測
結果，並在中午前後及傍晚發新聞稿。
梁挺雄續稱，現時韓國的個案當中，「第三層」個

案的比例由60%增至70%成，模式與中東的病例明顯
不同，屬不尋常情況。至於未公布的個案是「第四

層」感染，抑或由醫療機構感染個案亦尚待公布資
料。他對出現社區感染的風險感到憂慮，認為風險較
前提高。

梁振英：嚴陣以待提高警戒
梁振英昨日表示，港府嚴陣以待新沙士，包括在檢

測一些疑似個案時提高警戒。但另一方面，當局亦需
要另外兩方面的配合，包括市民要在身體不適時向醫
生或醫療當局提出；同時亦要注意個人衛生及生活習
慣。他亦希望韓國或其他國家盡量能夠公開他們當地
的疫症發展情況。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表示，歡迎政府

加密公布懷疑個案的次數，同時希望當局遇到社會上
流傳嚴重錯誤信息時，可以即時澄清。他認為，市民
亦不應隨便將網上流傳的消息散播。

新沙士個案全虛驚 網謠傳確診已報警

韓疫未受控 寒了港客心
旅展韓展商嘆港團跌99% 董耀中：取消下月韓團機會高

港人遊日人次 今年料破百萬

鯨豚擱淺增79% 近半疑遭船撞

迪園《魔雪奇緣》音樂劇「唱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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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衣港鐵站的卓健診所前日
驚爆中東呼吸綜合症（俗稱新
沙士）疑魂，不少市民都避之
則吉，人人自危，有藥房的口
罩即迅速售罄，毗連的青衣城

亦頓變「死城」。尚幸最終證實僅
屬虛驚一場，商場昨日人流已大致
如昔，午膳時間有餐廳仍需等位。
有街坊指出，商場人流無異於平，
個人亦不擔心疫情。

午膳要等位「口罩客」增
本報記者昨日午膳時間到青衣城

觀察，發現人流回復不少，但佩戴
口罩的市民較平日多，而店舖內的
職員並非全部人有戴口罩。商場內
不少前日生意銳減的食肆，昨人流
已明顯改善，餐廳Lime Garden在
午膳時間更需要等位，其店員表
示，生意已回復正常。
連鎖快餐廳大家樂亦見有人排隊

購買點餐，稻香的入座率則約50%
至60%。不過，有首飾店店員指
出，前日上午仍有生意，惟當出現
懷疑個案後，至昨日中午人流仍未
回復。她批評在網上瘋傳個案為確
診患者的人，令店舖生意造成一定
影響。至於曾接收懷疑個案的青衣
港鐵站卓健醫務所昨日照常營業，
同一時間有數名病人輪候。
街坊陳婆婆指出，平日自己慣常

到青衣城閒坐，認為昨日人流與平
日差不多。她表示，前日接到女兒
電話，不斷叫她回家，「都唔知發
生咩事，梗係驚」，惟昨早得知個
案化驗結果呈陰性後已不作擔心，

暫時亦沒打算戴口罩，惟會隨身帶備口罩，以
備不時之需。
李先生指出，由於知道非確診個案，故並不

擔心，覺得不需戴口罩。他認為，即使香港出
現懷疑個案亦不需要太擔心，因並非全區爆
發，但有準備口罩予自己及兒子，方便有需要
時使用。高女士則表示，因擔心中東呼吸綜合
症及夏季流感高峰期而戴口罩。她又指，自己
一向會在巴士及港鐵等人多擠迫的地方戴口
罩，保障自己。 ■記者 鮑旻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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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羅繼
盛）立法會秘書處昨日發表報告
指出，粵港早前簽訂的新供水協
議雖確保香港可享穩定的東江水
供應至2017年，但隨着珠江三角
洲發展，長遠難以確保香港的東
江水供應不受影響。報告又指
出，自1995年凍結水費至今，供
水的生產成本上升逾倍，須由公
帑補貼39億港元差額，認為減少
水塘溢流及積極控制水管滲漏等
措施，將有助減省政府的供水開
支。
立法會秘書處昨日發表有關本
港水資源的研究簡報，指香港享
有穩定的食水供應，同時亦是全
球水費最低廉的地方之一，以每
100立方米水計算，香港食水收費
僅33.8美元，較首爾的53.48美
元、東京的121.65美元、日內瓦
的366.17美元為低。而香港每日
人均用水量為209公升，亦遠高
於新加坡及倫敦等城市。
香港自1965年起正式從東江輸
入食水，至近年東江水佔香港總
供水量的 70%至 80%。研究指
出，隨着珠江三角洲將發展成為
世界級製造業基地，高度依賴東
江供水的城市的用水需求亦難免
隨之增加，長遠難以確保香港的
東江水供應不受影響。
研究認為，當局應減少水塘溢
流及積極控制水管滲漏等措施，
以減省供水開支。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鄒詠詩）《魔雪奇緣》中一
首《Let it Go》大人小孩都瑯瑯上口，迪士尼樂園由昨日
起至8月30日開放以此為題的冰雪小鎮，內有人造雪場、
滑雪橇等設施。此外，園區亦設有長約20分鐘的《魔雪
奇緣》音樂劇，在主持人帶領下重溫數首電影歌曲。樂園
負責人昨日表示，冰雪小鎮每日開放約8節至10節參觀時
間，每節約一小時。

遊客人造雪場砌雪人
音樂劇場可容納約300人，觀眾將在主持人帶領下欣賞

音樂影片並重溫《魔雪奇緣》歌曲，小孩最愛的愛莎女
皇、安娜公主及基斯托夫亦會現身劇場，一同高唱電影主
題曲。「唱完K」後，市民可到「夏雪節廣場」，在以碎

冰堆砌而成及可容納約70人的人造雪場內「砌雪人」。
廣場未來亦將推出互動遊戲，讓市民以擲雪球迎戰電影中
的巨型雪怪「棉花糖」，感受冰雪中的夏天。
雪場旁則設有共4條斜道的「雪橇練習場」，遊客亦可
與雪人小白（Olaf）及馴鹿斯特（Sven）拍照留念。惟記
者昨日現場所見，雪地濕滑且凹凸不平，市民應避免穿着
平底鞋、涼鞋或高跟鞋進入雪場。
此外，冰雪小鎮的職員會向遊客派發預約證，樂園負責

人建議可於一星期前上網查詢參觀時間，方便預約。至於
雪地的衛生問題，負責人指每場完結後均會清潔雪地並重
新鋪雪，而飄雪亦是以水溶性的溫和肥皂泡製成。負責人
續稱，若本港爆發「新沙士」或大型流感，定會密切留意
及遵循衛生署指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
「鯨豚擱淺行動組」與漁護署合作，去年合共處理50宗擱
淺個案，較2013年颷升79%，亦是自2006年以來最多；當
中江豚擱淺個案乃有紀錄以來最多。今年首5個月的鯨豚擱
淺個案亦持續高企，近半疑涉及船隻撞擊，團體認為情況令
人關注，有迫切需要減低及防止船隻撞傷鯨豚。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科研項目助理經理冼映彤昨日表

示，截至今年5月為止，個案數字持續上升反映鯨豚擱淺並
非個別事件。江豚擱淺由2013年的19宗增至去年破紀錄的
33宗，「其他鯨豚物種」的鯨豚擱淺個案由2013年零紀錄
增至2014年的5宗，其中一條10米長的角島鯨，屬於2003
年首次發現及確認的鬚鯨科新品種，被發現時屍身遭漁網纏
繞，並有多個明顯傷痕。
冼映彤續說，約78%的鯨豚屍體被發現時已嚴重腐爛，令

行動組難以確定傷痕是致死原因，抑或死後造成。不過，今

年錄得的19宗鯨豚擱淺個案中，9宗的鯨豚屍體有受硬物猛
力撞擊引起的脊椎移位或傷痕，情況與受船隻撞擊吻合。雖
然保育基金難以確認多宗擱淺個案的真正死因，但去年50
宗擱淺個案，已有證據顯示當中10宗與人類活動有關，包
括5條江豚及1條中華白海豚因遭漁網纏繞而受傷；3條江豚
身體有明顯傷痕。
綜觀本地鯨豚總體數目，擱淺個案高企為本地海洋生態響

起一大警號。江豚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瀕危物種
紅色名錄列為「易危」，本港現時約有200條。中華白海豚
在珠江河口約有2,500條，但數量卻每年遞減2.46%，以此
推算，現時的中華白海豚數量將於60年內減少74%。
保育基金促請政府着手將高速船航道調整至遠離已知的鯨

豚棲息區域，將鯨豚遭船隻撞擊的機會減至最低，並聯同珠
江口各持份者共同制定最佳應對措施，以防止類似中華白海
豚「希望」遭船隻撞擊而重傷的悲劇重演。

■市民可在人造雪場發揮創意，砌出獨一無二的雪人。
劉國權攝

■一條長10.8米的雌性角島鯨去年在船灣淡水湖附近擱
淺，身上有較深的交叉狀傷口。 海園保育基金供圖

香港國際旅遊展昨日開幕，雖然首兩日
為業界特設的「專業日」，場內人流

未見擠擁，但韓國觀光公社攤位人流明顯
疏落。觀光社已要求到港參展的40人團
隊，啟程前及每日早上均量度體溫。董耀
中昨在旅遊展上表示，對「新沙士」疫情
非常關注，呼籲到訪韓國的旅客注意個人
衛生，切勿到醫療機構。
他指出，若香港爆發「新沙士」，不但

會減少來港旅客數量，連港人外遊亦可能
受到歧視，會對本港旅遊業造成很大影
響。旅議會本月22日將與旅行社開會商
討，決定是否取消下月前往韓國的旅行
團，董耀中認為目前情況若沒大改善，取
消機會頗高。

旅議會接110投訴涉改團手續費
港府日前將對韓國的旅遊健康建議改為
紅色外遊警示，董耀中批評當局做法令人

無所適從。他表示，旅議會本月至今共收
獲110個投訴電話，而本月9日及10日亦
合共接獲310個查詢電話，部分涉及改團
被收取手續費。他認為旅行社處理改團可
收取手續費，做法合理相信不會亂收。
至於原定到韓國旅遊市民希望改機票外

遊，但香港快運電話長期無人接聽，董耀
中指已與該公司取得聯絡，對方回覆指會
加開電郵與市民聯絡，又認為旅行社會盡
力協助市民更改行程，市民應直接與旅行
社聯絡，希望市民體諒。
旅遊展參展商之一的韓亞國際旅行社理事

孫正吉認為今次韓國爆發中東呼吸綜合症(新
沙士)純屬不幸，強調有關疫症是由中東傳入
韓國。2003年香港爆發「沙士」時，韓國同
樣有來港參展，是次當地政府已發出防疫指
引，「安全第一」有戴口罩，甚至連攤位櫃
枱亦有消毒酒精機潔手。
不過，韓國接連爆出新增感染個案，疫

情並未受控，孫正吉承認對當地旅遊造成
嚴重打擊。他指出，港人佔當地旅客近
33%，往年6月平均有30團至60團香港旅
行團到當地，但本月整體旅行團近90%取
消，香港旅行團更有99%被取消，直言當
地不少人依靠旅遊業維生，對情況可能持
續感憂慮。

指港生戴口罩被逐屬個別例子
為力挽狂瀾，孫正吉指公司正準備八折

團費，希望藉此吸引港人到訪當地。他指

出，韓國人本身相當乾淨，街上連垃圾亦
少見，不應因個別感染爆發而抹殺韓國為
旅遊付出的功勞。問及早前有當地學校將
戴口罩港人學生逐出班房，他認為只屬個
別例子，韓國已有不少人戴上口罩，不應
「一竹篙打一船人」。
韓國觀光公社市場總監鄭芝廷表示，代

表團的表演人員盡量不會與觀眾接觸，並
會取消互動環節。她又指，明白港人會擔
心韓國疫情，會加強推介濟州等人口不是
太稠密的地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兆東） 韓國「新沙士」疫情尚未受控，港人

訪韓熱情將近熄滅。香港國際旅遊展昨日開幕，韓國攤位人流明顯疏

落，有當地參展商大嘆本月香港團激跌99%，憂慮情況持續。香港旅遊

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指出，單在本月9日及10日已接獲310個查詢電

話，部分涉及改團被收取手續費；本月至今亦接獲110個投訴電話。他

表示，旅議會本月22日將與旅行社開會商討最新情況，直言若情況沒大

改善，取消下月訪韓團的機會頗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第二十九屆香港國際旅
遊展昨日揭幕，今年大會料可分別吸引1.2萬名業內人士
及7.5萬名市民入場，與去年相若。因應港元兌日圓強
勢，有日本參展商表示，港人訪日人次已連續27個月創
下每月新高，今年全年港人訪日人次有望突破百萬。參展
商又指，大阪及九州逐漸成為港人喜愛的新旅遊點，日本
當地對中東呼吸綜合症疫情不太感憂慮。

新航線直飛屏東台推介遊台東
一連4天的香港國際旅遊展昨日揭幕，前後分為「專業
日」及「公眾日」各兩日，大會料今屆專業日可吸引1.2
萬名業內人士；公眾日則可吸引7.5萬名市民入場，與去
年相若。今年參展商中有85%來自境外，其中台灣觀光局
攤位今年因應新開香港至屏東直航航線，重點推介台灣東
部旅遊勝地。
有屏東大鵬灣的相關負責人表示，以往港人到台南及台

中遊玩，多數只懂到高雄。要玩水上遊戲享受陽光與海灘
的滋味，亦只懂到墾丁，但現時單由高雄乘車至墾丁，最
快亦要近兩小時。
負責人續說，其實要「玩水」，港人到高雄小港機場

後，只需乘40分鐘車就可到大鵬灣，遠眺整條海岸線，
加上當地附近有台灣唯一的離島「小琉球」，港人可感受
水上風情。
另外，因應本月港人到韓國旅遊人數大減，港元兌日圓
匯率亦「低處未算低」，遊日人數可謂節節上升。日本觀
光局代表指出，港人訪日人次已連續27個月創下每月新
高，去年本港全年有逾92萬人次訪日，今年4月亦有逾
11.9萬人次，按年增加逾50%，料今年全年港人訪日人次
有望突破百萬大關。
她表示，去年韓國、內地及台灣，依次是訪日首3位最
多人次的地區，香港緊隨其後排第四位，按年到訪人次增
長達24%。她稱，往年港人多數遊北海道，或因「玩慣玩

熟」的緣故，今年大阪及九州一帶逐漸成為港人喜愛的新
旅遊點。因應今次韓國的疫情，她指日本當地對此不太感
憂慮，因而額外吸引的訪日人次則未能預料。

■■日本參展商表示日本參展商表示，，今年全年港人訪今年全年港人訪
日人次有望突破日人次有望突破100100萬萬。。 梁祖彝梁祖彝攝攝

■■香港國際旅遊展昨日開幕香港國際旅遊展昨日開幕，，韓國韓國
攤位人流明顯疏落攤位人流明顯疏落。。 梁祖彝梁祖彝攝攝

■青衣城一餐廳午膳時間需要等位，店員表示
生意已回升至正常。 鮑旻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