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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世界衛生組織命名為「2019-nCoV」

(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武漢肺炎或已有限度

人傳人。武漢市衛健委昨日凌晨發佈消息

指出，雖然現有的調查結果表明尚未發現

「2019-nCoV」明確的人傳人證據，但仍

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因已經確診

的41個個案中，發現一組家庭聚集性確診

個案 ，一個無到過街市而染病的女子，或

者經由在街市工作的丈夫而感染，故不能

排除有機會人傳人。不過，衛健委強調持

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鯤、文森

武漢肺炎持續人傳人風險低
確診家庭聚集個案 夫街市工作妻未去過都中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武
漢 爆 發 由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2019-nCoV」引起的肺炎，香港
政府考察團完成行程後，昨午交代
考察詳情。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
主任張竹君表示，武漢肺炎潛伏期
相信是約兩周，與以往SARS（沙
士）或中東呼吸綜合症（俗稱「新
沙士」）的潛伏期差不多，內地已
有針對「2019-nCoV」的快速測
試，衛生署已經去信國家衛健委，
希望可以分享病毒核酸提取物及核
酸測試試劑，協助完善實驗室測
試。醫管局總感染控制主任賴偉文
引述內地專家指，患有慢性疾病、
高齡及肥胖都是高危因素之一。
賴偉文表示，根據內地整理41

名病人的資料，病徵主要包括發
燒、氣促、咳嗽及乏力，其中一人
有腹瀉，大部分人出現輕微至中度
肺炎，暫無發現對新型冠狀病毒呈
陽性而無出現病徵的個案。
所有確診個案中，暫錄得7宗嚴

重個案，其中1人死亡，該死者去
年12月23日發病，1月9日去世，
本身是長期病患者，因家屬不同意
而沒有做屍體化驗；而其餘嚴重個
案年齡為40歲至78歲，均有腎或
肝衰竭，當中兩人需用 ECMO
（人工心肺）治療，病人病情由輕
微至轉差約相隔10日。
賴偉文又引述內地專家指，年

長、肥胖，及有長期慢性疾病是高
危因素，一般會在確診病人的痰及

血液會發現「2019-nCoV」，淋巴
細胞數量會比正常人低，惟「沙
士」及「新沙士」等的病患身上發
現同樣指標，非武漢肺炎患者獨
有。賴偉文續說，據他了解，內地
的治療暫時無使用曾用作治療「沙
士」的利巴韋林或蛋白酶抑制劑。
此外，與眾多病例有關連的華南

海鮮市場雖然主要是售賣水產，但
亦被揭有賣野味，引發社會關注。
張竹君承認，據她所知市場除賣

水產及禽鳥外 ，亦有賣竹鼠類、
蛇、獾、刺蝟等野味，但有關售賣
野味的數量則不明。不過，她指出
國家衛健委在市場環境檢測到病
毒，例如地下、枱面、手套的位
置，全部都在水產檔附近發現。

衛署致函衛健委 冀獲提取物做測試

工聯冀紓困十招設時間表速落實

武漢市衛健委透露，該組家庭聚集性確診個案，涉
及一對夫妻，丈夫是華南海鮮批發市場從業人

員，他先發病，而妻子否認有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暴露
史，亦相隔5天後發病。不過，衛健委強調目前未發
現社區傳播，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目前正結合臨
床和流行病學資料開展進一步研究。
特區政府早前亦派員到當地考察防控的情況，食物
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
張竹君昨日返港後召開記者會交代考察情況。張竹君
表示，除了上述的家庭聚集性確診個案外，還有一組
涉及3個人，是父、子、姪關係，3人一起生活，並一
起經營店舖，因他們病發時間很接近，有很大機會屬
「共同暴露」。
張竹君續說，其餘36宗確診個案，大部分都是長時

間在華南海鮮市場工作，惟亦有小部分人否認曾去過
街市，國家衛健委仍在調查當中。

密切接觸者幾百人無發病
根據武漢市衛健委的通報，衛健部門會對密切接觸
者，包括患者共同生活、同室工作學習、同室居住的
人員，在診治病例時未採取有效防護措施的醫護人
員、照料人員，同病房的其他患者或陪護人員，與患
者乘坐同一交通工具並有近距離接觸人員等進行14天
的醫學觀察，目前正追蹤逾700名密切接觸者，當中
400多人是醫護人員，暫未發現確診個案，張竹君認
為該幾百人均無發病，反映即使有人傳人，持續風險
亦不高。
柏林兩所大學附屬的夏里特醫學院病毒研究所所長

德羅斯滕（Christian Drosten）亦同意，中國近期未傳
出新病例報告，也沒有醫生和醫護人員受感染，這表
明該病毒不易傳染，但不代表病毒不會出現人傳人的
情況。他又說，引發武漢肺炎的「2019-nCoV」與當
年引發沙士疫情「是同一種病毒，只是形態不一」。
今次到當地考察的除了香港特區代表，亦有澳門特

區及台灣地區代表，代表團周一(13日)下午抵埗後便
到湖北省疾控中心聽取當地肺炎防控情況，由湖北省
及武漢市的臨床專家交代今次病毒溯源、如何發現病
例群組，以及講述與華南海鮮市場的關係，代表團亦
有參觀湖北省疾控中心的生物水平第三級實驗室；代
表團前日（14日）則前往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即集中
處理今次武漢肺炎確診患者個案的醫院，聽取該院的
主治醫生講述了臨床數字及分享個別個案的治療。

港日增5宗 累計達76宗
另外，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佈，本港過去一日新增

5宗曾到武漢，並出現發燒、呼吸道感染或肺炎徵狀
的病例，累計達76宗。兩男3女病人年齡介乎兩歲至
68歲，全部人留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蕭景源)
4名中學生為數百元報酬受僱於
收數集團，去年12月17日及18
日，在馬鞍山、屯門、天水
圍、葵涌及青衣，向債仔的住
宅單位淋紅油，兩日共涉6宗案
件，警方相信涉及5名疑犯，現
已拘捕4人，包括涉嫌刑毀的3
名學生，而在逃的第五名疑犯
也是中學生。

警拘4人 最細14歲
被捕的4人年齡由14歲至67
歲，部分人有黑幫背景，其中
67歲男子懷疑持有一個供欠債
人還款的銀行戶口，涉嫌「處
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
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俗稱
洗黑錢）被捕，去年12月中案
件發生後，屯門警區反黑組鎖
定5位非法收數集團成員身份，
於12月18日在屯門以涉嫌刑事
毀壞拘捕一名15歲男童，他早
前已獲准保釋候查，須於1月下
旬向警方報到。
至昨日清晨，屯門警區刑事
部根據調查，於觀塘、沙田及
樂富再拘捕另外3人，包括67
歲男子和兩名分別14歲及17歲
男生，警方相信仍有一名涉案
中學生在逃，行動仍然繼續進
行。

警方相信不法集團由12月開
始運作，4名涉案中學生，其中
一人負責指派工作，3人負責上
門淋油，而67歲男子則提供戶
口處理非法得益。
而受害人則通常透過WhatsApp

及SMS收到財務公司的借貸訊息，
借款約1,000元至4,000元不等，
當他們被指未有還錢時，有收數公
司僱人登門淋油逼還錢。
據悉，涉案學生受僱於收數

公司，每次行動收取數百元報
酬。
高級督察陸鴻基指，年近歲

晚，非法收數案件有上升趨
勢，由於歹徒慣常尾隨住客混
入大廈犯案，他呼籲市民出入
要提高警覺，避免讓陌生人尾
隨進入大廈，保安員亦要打醒
十二分精神，同時警方亦會繼
續執法，以打擊相關罪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違法「佔中」發起人、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去年被判罪成被判囚16
個月，港大近日終就其教席啟動相關審理程序。泛暴派港
大學生及校友組織即急不及待向校方施壓，昨日在中環愛
丁堡廣場舉行集會，公然鼓吹「即使犯法，道德上未必犯
罪」等歪理，盲撐知法犯法的所謂「法律學者」，試圖利
用輿論干預大學自主。
港大發言人在日前回覆中清楚指出，港大處理大學成

員人事事宜，一向有嚴謹公正的既定內部程序，會根據
《港大條例》及相關規條跟進；而由於過程涉機密個人
資料，並要確保程序完整公正，校方不會就有關事宜作
評論。
惟泛暴派港大學生及校友組織卻不斷向大學施壓，繼日

前召開記者會，發表所謂「違反無罪推定」等等歪理盲撐
戴耀廷，昨日再在愛丁堡廣場舉行集會，大肆鼓吹「大學
應包容違法達義」的扭曲主張，脅迫港大停止程序。
身為大律師的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在發言時竟稱，即使

教職員犯法，但在「道德上」亦未必一定犯罪，又稱大學
「應考慮其『公民抗命』的行動目的」。有講者則以所謂
「戴的控罪與港大紀律無關」提出質疑，卻對戴在非法
「佔中」時期，多次鼓吹學生參與違法事件的惡行避而不
談。
不少網民紛紛表態，期望港大嚴正審理革除其教席。

「煙花三月下」就揶揄：「教法律嘅人，走去教人犯法，
呢啲咁嘅人才，你要啦！」「火爆判官」亦表示：「香港
最top既（嘅）大學， 請個教人犯法既（嘅）人去教法
律，已經係天大既（嘅）笑話啦！」「IBMR51」更直
言：「犯咗刑事法就梗係要炒啦！唔通個教授強姦殺人搞
暴動，都保留到教席呀？」

泛暴盲撐戴耀廷
圖干預大學自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城大宣佈將於2020/21新
學年採用新的彈性收生安排，文憑試考生即使個別核心科
其中一科未達入學要求，但如果「4+2」整體成績達26分
至32分，經相關學院的課程入學委員會審批，亦有機會
獲取錄並頒授學院級別獎學金。
為吸納多元才能學生並為其減壓，去年起多所大學相繼

推出彈性安排，取錄於中英數通識等核心科失手未達
「3322」但其他科成績優秀的文憑試生。而今年城大亦將
安排進一步調整放寬，如考生以A組別首三志願報讀該
校、面試表現良好，並達「4+2」分數要求亦可獲取錄，
不同學院/課程門檻各不相同，如理學院、工學院、數據
科學學院等要求26分，商學院、人文社科學院要求27
分，法律學院要求31分，獸醫課程則要32分。
另外，該校亦繼續透過獎學金吸納尖子，如文憑試獲4
科5**者就讀6年的獸醫學士，金額最高可達38.5萬元，
包括每年6萬元獎學金另加2.5萬元交流資助。

城大收生新安排
炒一核心科仍有機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2343 2255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2896 0000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 2222

◆生命熱線：2382 0000

◆明愛向晴熱線：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18281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專線：2466 735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尖
沙咀梳士巴利道K11 ARTUS寓館，
昨晨10時42分，有一對夫婦由高處
墮下，倒臥在4樓露天茶座當場身
亡。
據悉，死者夫婦持英

國護照和香港身份證，
早前由英國回港入住上
址一個單位，兩人均留
有遺書稱受抑鬱病困擾
萌死意，警方調查認為
案件無可疑，相信兩人
因病厭世尋死。
死者分別67歲英籍男

子Robert和 61歲姓梁妻
子，兩人持有英國護照
及香港身份證，曾在港
居住。

消息稱，他們最近回港，並登記
入住酒店。警方事後在兩人租住的
房間檢獲遺書，並發現 4支空酒
樽，相信兩人飲光4支酒後，只穿
內衣褲由樓上酒店房間墮下。

英籍夫婦因病厭世跳樓亡

■警方在夫
婦墮樓現場
調查。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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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最近半
年，香港受到中美貿易戰及修例風波
的雙重影響，經濟下行，政府已先後
推出4輪紓困措施，並在日前公佈最
新一輪的10項措施，向基層打工仔及
年長人士提供支援。
工聯會對新政表示歡迎，該會此

前曾就有關問題多次向政府反映，
認為是次推行惠民措施表明政府接
納意見，從善如流。工聯會期望政
府能訂明相關措施的時間表，盡快
落實。
昨日工聯會副會長、權益委員會主
任唐賡堯會見傳媒時表示，香港打工
仔的就業環境近年持續惡化，長期面
對「工時長、收入低、壓力大、無前
景」的問題，這亦是社會深層次矛盾
之一，政府應盡快着手解決。
他指出，10項措施中，有多項與
勞工權益相關，包括政府為月入少於

7,100元的人士代供強積金、法定假
期由12天分階段增至17天、為失業
人士提供現金津貼、改善政府外判工
待遇等，這些均是勞工界多年來關注
的議題，工聯會亦多次向特首和勞工
及福利局爭取，相信這些措施可改善
打工仔的就業質素。

勞工假漸增至17天 遲來喜訊
勞工假期將逐步增至17天，對印刷

廠工人陳女士是一份遲來的喜訊。她
表示，此前12天的假期讓她感到不公
平，經常出現她與親友的假期安排不
一致的情況，影響社交關係。對於政
府將劃一假期，陳女士表示很開心，
惟未公佈具體時間表，讓她感到擔
憂，害怕遲遲不能落實。
兼職從事清潔工作的周姑娘，育有

兩名子女，她表示，自己要照顧小
孩，只能間中出來工作幫補家用，每

月收入低於7,100元，雖然因此她不需
要繳納僱員強積金供款，但退休保障
亦相應減少。
周姑娘說，對於低收入僱員，家庭

積蓄本就不多，又少了5%的強積金供
款，會大大影響退休生活，所以很希

望政府能代為供款。
唐賡堯指，政府提出為失業基層人

士提供三個月的現金津貼，與工聯會
此前爭取的半年失業援助金有差距，
但已顯示出政府關心中基層勞工，同
時希望政府能公佈更多細節。

■為追數公司提供賬戶的男子被
拘捕。

■工聯會表示歡迎政府多項惠民措施，同時期望出台時間表及公佈更多細節。
左起：陳鄧源、陳女士、周姑娘、唐賡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徐德義（中）早前率團到武漢參與考
察，昨日就考察作出匯報。左為張竹君、
右為賴偉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專家指武漢肺炎潛
伏期相信約為兩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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