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洲登革熱 感染源相同
衛生防護中心為化驗出錯致歉 澄清兩例同屬血清一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地登革熱個案

今年累計已錄得16宗，早前衛生署衛生防護中

心指長洲出現兩種不同血清型登革熱個案，惟

中心昨晚公佈最新化驗結果，指長洲兩宗個案

病人的感染源頭相同，均屬血清一型。中心對

化驗結果出錯致歉，表示會調查事件，避免再

發生同類事故。另外，有傳媒指本港再有一宗

懷疑個案，患者住在竹園，但有待進一步檢驗

確認。政府跨部門防治蟲鼠督導委員會今日將

再開會，讓各決策局和部門掌握最新個案，即

時加強滅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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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錄
得十多宗本地登革熱個案，其中兩名
患者均居於長洲。食環署昨早派人到
長洲滅蚊，而衛生防護中心下午亦派
員到患者居住的長洲西灣贊端路，為
居民免費驗血。有長洲居民直言，雜
草叢生和溝渠積水容易滋生蚊子，擔
心子女會經蚊叮感染登革熱。民建聯
離島區議員（長洲北）李桂珍則表
示，7月至8月是蚊患高峰期，希望政
府可增加一隊離島滅蚊隊加強滅蚊。
身穿白色保護衣的工作人員，昨早

先到長洲體育路一帶，向附近的水渠
和山邊草叢位置，沿路噴灑噴霧和蚊
油滅蚊，其後又到關公忠義亭、山頂
道、山邊路和觀音灣路繼續滅蚊工
作。惟附近涼亭有蚊子聚集，記者在
現場採訪片刻，已引來蚊群圍攻。
衛生防護中心人員下午到長洲西灣

贊端路設立臨時驗血中心，為200米範

圍內的居民免費驗血。同行的民建聯
區議員李桂珍表示，7月至8月是蚊患
高峰期，一直有監察20個樹木蚊患黑
點，但其中一名患者居所位處的贊端
路並非黑點，希望政府可增加一隊離
島滅蚊隊，以加強滅蚊成效。

島民：唯有多噴蚊怕水
居於長洲大菜園路金龍花園的楊小

姐表示，山坡和草叢裡均十分多蚊，
下午4時後都會有蚊入屋，「最少4、5
隻，隻隻好似指頭咁大。」她表示，
從電視得知有長洲居民患上登革熱，
而5歲女兒日前才被蚊叮咬手指，擔心
女兒和只有1個月大的兒子會受到感
染，「都好驚㗎！唯有噴多點蚊怕
水，貼多幾塊蚊貼囉！」
家在長洲山邊路的溫小姐表示，6歲

兒子在島上上學，惟大部分學校都靠近
山坡，雜草叢生，不少溝渠充滿積水，

是蚊子滋生的溫床，「我個仔又肥又易
出汗，好惹蚊，入班房前排隊洗手都被
蚊針咗好多次！噴咗蚊怕水都無用！」
她擔心登革熱會在島上傳播，危及小朋
友的健康，除了在出門前噴上蚊怕水，
亦在家裡放置驅蚊機，「門口、地下、
二樓都有一部。」
菜檔檔主尹小姐表示，長洲半山長有

樹叢，每次下雨都有大量蚊子繁殖，到
了傍晚時分會有數以百計蚊子湧入室
內，需要點蚊香驅趕。她提到，不少長
者早上會沿海邊上山晨運，容易被蚊
咬，或因此受到感染，在情況明朗之
前，她會減少出門，避免蚊咬。
不過，亦有長洲居民無懼蚊患。居

民黃先生表示，新一宗確診個案中，
事主居住的贊端路位於長洲西南面，
有大片樹林和草叢，有大量蚊子滋
生，但大街一帶環境衛生，鮮見蚊子
滋生，「可能食肆後巷無人清積水會

多少少」，又說個人體質不惹蚊，不
擔心受感染。
在長洲居住40多年的工程公司負責

人黃先生則認為，政府應先找到登革
熱的源頭，「長洲咁多旅客，可能係
出面傳入來呢？未必係長洲自己爆
出。」
他認為，政府短期內可呼籲旅客減少

前往長洲，待查明源頭後再作應對。

店東無有怕「一定有蚊，殺唔晒」
有商戶不擔心生意受影響，亦有旅客

表示，會加強防蚊措施，但不會調整行
程。餐廳負責人盧先生表示，餐廳所處
的大街一帶衛生環境乾淨，蚊患不算嚴
重，主要是後街溝渠積水滋生蚊子，餐
廳裝有電蚊機和吸入式捕蚊器。
被問到是否擔心影響生意，他坦言從

小在島上長大，「一定有蚊，殺唔
晒」，故對生意「無話擔唔擔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
威）因應長洲出現兩宗本地登革
熱個案，提供往來長洲及市區渡
輪服務的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
限公司表示，一直致力維持船上
衛生情況，已即時加強碼頭及船
上之防治蚊患措施，包括安排購
置滅蚊燈並陸續加裝於船上。
新渡輪昨日發出新聞稿表示，

一直致力維持船上衛生情況，除
在渡期間作清潔外，每晚收船後

亦有進行徹底清潔。同時亦長期
聘用專業的害蟲防治公司，定期
為船上進行全面性防護措施。此
外，碼頭員工及船員亦會留意和
防止出現積水，以及定時清潔垃
圾桶。
新渡輪指，因應長洲出現登革

熱個案，已進一步加強上述清潔
及預防措施，並已要求害蟲防治
公司提供專業意見，就碼頭及船
上環境，進一步加強防蚊措施，

以及即時安排購置滅蚊燈，並陸
續加裝於船上。
新渡輪又表示，一直有與不同

政府部門就不同之疾病傳播保持
溝通，以作出適時配合，如向員
工及乘客提供相關預防資訊，並
審視適合在碼頭及船上實施之防
護措施等。此外亦會提醒前線員
工注意個人情況及作出適當防蚊
措施，以及若身體出現不適時，
須盡快求診並向公司通報。

食環長洲大滅蚊 區員盼添「撲殺隊」

衛生防護中心昨晚指出，中心為過去公佈的本地登革熱
個案的病毒基因進行排序。就周日公佈的長洲個案

（52歲男病人），實驗室化驗顯示，其病毒基因序列與本月
14日公佈的第一宗長洲個案（84歲女病人）高度相近，故
再次進行化驗，結果顯示52歲男病人的登革熱病毒屬血清
一型，與之前患者相同，而非日前公佈的三型。

就導致信息混亂致歉
中心發言人對有關第二宗長洲個案的實驗室化驗結果錯誤
所引起的信息混亂和不便致歉，並表示會調查事件，避免將
來再次發生同類事故。
署理食衛局局長徐德義昨日召開跨部門會議，就前日確診
的另一宗患者居於長洲的本地登革熱個案，以及黃大仙和長
洲的滅蚊工作，聽取衛生署、食環署及醫管局的最新匯報及
風險評估。
他表示，政府會繼續保持高度警覺，應對登革熱的傳播
風險，亦非常關注前日新增的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正進行
流行病學調查。而殺滅成蚊，可有效減低傳播登革熱風
險。就長洲而言，雖然山林較多，消除蚊患難度較高，政
府各部門會竭盡全力在長洲密集式滅蚊，而市民也要做好
防蚊滅蚊。
他指出，食環署已按既定機制，針對性地加強相關地區的
防蚊滅蚊工作，派員到長洲患者的居所、潛伏期和病發後曾
到過的地點500米半徑範圍內，展開蚊患調查和防蚊滅蚊工
作，包括進行霧化處理以減少成蚊數目、施放殺孑孓劑、清
除積水和雜物，以及進行除草工作以清除潛在蚊子棲息地。
食環署會於相關地方搜集白紋伊蚊樣本，化驗是否帶有病
毒，以協助尋找個案的感染源頭。除昨日兩場健康講座，衛
生防護中心與食環署將於本周四上午11時在長洲市政大廈
一樓舉行健康講座，講解健康建議。
醫管局已啟動「e-登革熱」監察及通報系統，實時檢視疑
似個案及向衛生防護中心通報；亦已加強轄下7個醫院聯網
的化驗服務，提供一星期7天的登革熱快速測試，協助醫院
作臨床診斷。
政府跨部門的防治蟲鼠督導委員會今日再次舉行特別會
議，讓各決策局和部門向委員會匯報其管轄範疇內的防治蚊
患工作進度，並讓他們更掌握最新個案，即時加強滅蚊工作
及採取應對措施。

陳肇始縮短休假防疫
另外，食衛局局長陳肇始於上周六起休假，原定下月5日

才復工，但她將提早結束休假，於本月27、28日到廣東從
化公幹後，即回港應對登革熱疫情。
港大微生物學系臨床助理教授陳福和指出，登革熱分四種
血清型，如被帶有任何一種登革熱病毒的蚊叮咬到，例如血
清一型，會有輕微病徵例如發燒與頭痛。痊癒後後會對一型
的病毒有抗體，如之後再感染另一種血清型登革熱，則可導
致重症登革熱，嚴重可引致休克、器官衰竭等。

新渡輪航線加裝滅蚊燈

「登」陸長洲 島民點睇？

楊小姐：「都好驚㗎！唯
有噴多點蚊怕水，貼多幾
塊蚊貼囉！」

楊小姐的5歲女兒：日前
才被蚊叮手指，令母親擔
心不已。

溫小姐：除了在出門前噴
上蚊怕水，亦在家裡放置
驅蚊機。

菜檔檔主尹小姐：在情況
明朗之前，會減少出門，
避免蚊咬。

黃先生：個人體質不惹
蚊，不擔心受感染。

黃先生：咁多旅客，可能
出面傳入來呢？

餐廳負責人盧先生：餐廳
所處的大街一帶衛生環境
乾淨，蚊患不算嚴重，故
對生意「無話擔唔擔
心」。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祖彝

■食環署昨早派身穿保護衣人員到長洲觀音灣山頂路及關公忠義廟等地滅蚊。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特首林鄭月娥日前在Facebook直播就施政報告
聽取民意時提到，政府新的房屋政策會參照新加
坡模式，向收入較高的人士提供資助出售房屋，
與新加坡組屋類似，但無意分拆公私營市場。政
府借鑒新加坡模式調整房屋政策，大方向正確，
值得肯定，而要在解決本港居住問題上取得更大
成效，就不能只考慮將資助房屋定價與私樓市場
脫鈎，更應對資助房屋流轉設定更嚴格的限制，
避免資助房屋成為變相的投資謀利工具，亦更體
現公帑用得其所。特首有必要在10月的施政報告
中，明確提出資助房屋與私樓市場逐步完全脫鈎
的改革方向，並完善配套措施，如增加資助房屋
的用地比例、嚴格限制資助房屋流轉，逐步走向
資助房屋只能在合資格人士之間流轉。

政府6月底公佈房屋新政，新資助房屋定價機
制，不再按市價7折作為定價，改為按負擔能力
釐定，邁出資助房屋與私樓市場脫鈎的第一步，
未來不論樓價如何瘋狂，中低收入市民不必擔心
水漲船高。但新政對資助房屋轉售的限制，仍採
用1999年規定的5年。資助房屋的初衷是為沒有
經濟能力購買私樓的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可負擔
的自置住房，滿足他們的基本住屋需求，但過於
寬鬆的轉售政策卻使居屋在本港樓價長升長有下
成為投資工具，致使資助房屋買少見少，滿足安
居的功能逐漸被弱化。

社會有意見堅持認為，資助房屋應具備投資功
能，以在本港樓價上漲時助基層獲得「第一桶
金」以「上流」。但在現今樓市與基層收入嚴重
脫節情況下，硬將資助房屋的居住功能與投資功

能捆綁，期望基層市民既可解決居住問題，也可
隨樓市上漲而出售獲利，近乎天方夜譚。因為根
本買不起，何來「第一桶金」？事實上，一些人
買資助房屋就是為了賺一筆，資助房屋變了味，
讓一些潛在的隱形富人，也湧入資助房屋認購行
列，與真正迫切需要解決居住問題的人爭奪寶貴
的資助房屋資源，致使資助房屋資源更緊張、更
難幫到真正需求者。

另一方面，政府已承諾為房委會、房協等機構
「包底」，這些機構若因出售資助房屋而出現財
政負擔問題，政府會一力承擔。政府對新居屋、
綠置居、首置上車盤等皆投入了大量公帑，如果
資助房屋成為一部分人的另類投資工具，變成賺
錢手段，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有違資助房屋解
決居住需要的初衷，更令公帑未能用得其所。新
加坡模式的合理性，不僅在於政府依據負擔能力
資助購買者，還在於限定資助房屋只能在合資格
人士之間流轉，有效防止炒賣。

當然，解決居住問題的根本關鍵還在於增加
資助房屋的供應。去年3期居屋合共26.4萬宗
白表申請，最終僅有3,970宗申請能購得單位，
成功率為1.5%；最近「白居二」抽籤有6.05萬
份申請爭奪2500個配額，被認為中籤等同中六
合彩。人生有限，何苦要港人陷於漫漫等待，政
府應勇於承擔，一方面果斷確立將資助房屋與私
樓市場徹底脫鈎的大方向，逐步實施資助房屋只
可在合資格人士之間流轉；另一方面，加大魄力
拓地，並且將更大比例的土地用於資助房屋建
設。

資助房屋應與私樓市場徹底脫鈎
有「長洲覆核王」之稱的郭卓堅多年來濫用法

律援助提出司法覆核，去年9月被法律援助署發
出命令，未來3年內不受理任何由他提出關於司
法覆核的法援申請。郭提出司法覆核，被高院拒
絕受理後再提上訴，昨日被上訴庭駁回及須付訟
費。長期以來，郭卓堅提出的大量司法覆核毫無
法律理據，大多被拒甚或由他本人撤回，其濫用
司法覆核權利、刻意阻礙政府施政的用心路人皆
見。為了個人或團體政治利益而濫用司法程序的
行為，本身就是不尊重司法，法援署署長當然有
責任防止公帑被濫用，社會大眾亦應齊聲譴責這
種行為，拒絕讓司法覆核成為反對派謀取政治利
益的工具。

由2014年 7月至去年4月不到3年時間內，
郭卓堅共21次就不同司法覆核案件申請法援，
全部被拒絕或郭自行撤回。法援署署長因此引
用《法律援助條例》發出命令，未來3年不受理
郭提出關於司法覆核的法援申請。上訴庭在判
詞中肯定法援署署長有責任防止公帑被濫用。
郭如不服，本來可以按行政上訴機制提出上
訴，但郭卻缺席聆訊，改為向上訴庭提出上
訴，被上訴庭直斥其「咎由自取」。至於郭口
口聲聲說法援署剝奪了基本法賦予其權利的說
法，上訴庭亦直指郭未能提出實質有效論據支
持。

近年涉及司法覆核的法援個案申請大幅增加，
去年達1046宗，較前年增加1倍有多。2016/17
年度涉及司法覆核案的法援費支出就有3630萬
元，較對上年度飆升23%。而郭卓堅等反對派人

士正是濫提覆核的表表者。對於浪費公帑和法律
資源的行為，廣大市民嗤之以鼻，法律權威也直
斥其非。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出席2016年
法律年度開啟典禮致辭時曾表示，司法覆核維護
公眾利益和促進社會大眾福祉，但假如司法覆核
的案件只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而非法
律問題，又或全無法律理據，就屬於濫用司法覆
核。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列顯倫早在2015年就
說得更「白」，指一些個人或團體在不同的政治
事件或基建工程上提出司法覆核是濫用司法程
序，更舉例東涌居民就港珠澳大橋香港段的環評
報告，以及「泛民」挑戰人大「8．31決定」的
做法，明知香港法院沒有司法管轄權挑戰人大決
定的情況下，依然申請司法覆核，是嘩眾取寵的
行為。

郭卓堅自稱只是靠高齡津貼生活，但多年來無
論是涉及經濟、民生，還是立法會、政府施政決
定，可謂「逢官必反」，不斷申請法援提出司法
覆核，既浪費公帑，亦虛耗法庭寶貴的時間。其
目的不過是受反對派指使，與政府展開「泥漿摔
跤」。他近日接受外媒訪問時承認，自己仍欠
5000多萬元訴訟費，大不了破產了之。但特區
政府的依法施政、香港的司法系統，乃至社會的
發展，都不容許以如此流氓手段「阻住地球
轉」。上訴庭的判決向社會發出清楚信息，司法
覆核不是挑戰政府施政的工具，亦不是政客展示
政治立場的舞台，濫用司法覆核是不尊重司法，
擠佔真正有需要的市民的法律資源，必須堅決制
止和嚴厲譴責。

濫用司法覆核就是不尊重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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