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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22日，香

港文匯報記者從廣東省林業局獲悉，廣東省各級林業

部門將加強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監測預警，成立防控重

大野生動物疫病應急領導小組，立即組成三個督導檢查組赴有關地市督導檢查。

粵成立野生動物疫情防控小組
重點檢查廣州深圳珠海佛山等市 廣州農貿市場未有售賣野生動物

滬迪園允遊客退票或改期

當天上午，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廣東省林業局了解到，
日前省林業局發出《廣東省林業局關於進一步加強

陸生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監測預警的緊急通知》同時，廣東
省森林公安局也提出進一步加強冬春季特別是春節期間打
擊整治破壞野生動物資源違法犯罪，遏制亂捕濫獵濫食鳥
類等破壞野生動物資源違法犯罪，並重點檢查廣州、深
圳、珠海、佛山等地。到目前為止，廣州市已對當地主要
批發農貿市場進行一次排查，尚未發現有售賣、偷賣野生
動物的情況。

大部分商舖改銷副食
22日，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了位於廣州白雲區的新源
野生動物綜合市場，這裡曾是廣州最大的野生活禽交易集
散中心。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該市場大部分店舖已改做
糧油副食品、冷凍食品批發，未見有野生活禽售賣。且由
於臨近春節假期，大部分店舖都已關門休假。一家副食品
店老闆表示，前年該市場經過大規模整頓，已基本看不到
活禽銷售行為，在過年期間，市場也安排了保安每小時電
單車巡邏。

數據顯示，2018以來廣東持續開展打擊破壞野生動物資
源違法犯罪專項行動，共立刑事案件443宗、破案366宗，
刑拘503人、逮捕277人；檢查野生動物活動區域及重點市
場、人工繁育場所、餐飲場所等超3萬家；收繳野生動物
逾2.4萬頭/隻（其中包含國家一、二級保護野生動物分別
671、2,970頭/隻）、收繳野生動物製品5,357.7公斤，查
獲的野生動物及其製品涉案價值超1.4億元人民幣。

民眾逛花市熱情未減
值得注意的是，當天廣州市衛健委邀請疾控專家訪談，

廣州市衛健委組織專家研判認為，疫情輸入廣州的風險極
大。對此，廣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楊智聰表示，廣州已成
立了廣州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指揮部和專家
組，並確定5家市級定點收治醫院。針對年末廣州民眾逛
花市購置年花的現象，楊智聰則認為，由於花市都處於室
外，空氣流通性較好，不必過於擔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也於當天下午走訪了廣州嶺南花卉市場，

發現今年購買年花的民眾並未因疫情而減少，甚至比往年更
多。而且，逛花市的民眾多數並未佩戴口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隨着各地陸續通報新型肺炎進展，人
們開始自發避免去往人流量多的地方，上
海迪士尼樂園作為客流量巨大的景區，22
日發佈公告，稱臨時調整票務政策，未來6
個月內無法到訪遊客可退票。另外，不少
第三方平台亦承諾可以退票，但部分會收
取一定手續費。
據上海迪士尼公告，稱理解近期部分遊
客有更改出行計劃的需求，對已經購買上
海迪士尼樂園門票或樂園其他指定日期的
產品及服務的遊客，可將門票改期至未來
六個月內的任意日期。未來六個月內無法
到訪的遊客，可辦理退款；已預定迪士尼
酒店的遊客，亦可改期至未來六個月內的
任意日期，無法同樣給予退款；預定《美
女與野獸》音樂劇演出票的遊客，可將演
出票改期至2020年 2月 23日前的任意日
期，該時間前無法到訪可辦理退款。

若選延期則無法退票
在迪士尼公佈退票政策前，香港文匯
報記者以遊客身份撥打了上海迪士尼官方
電話，客服人員表示，如果是在迪士尼官
方平台上購買的門票，因肺炎特殊時期是
可以申請退票，但需要提交相關材料，包
括訂單編號、購買者身份證及退票事件描

述等。另外客服表示，因近日申請退票
的人數較多，還需要等待申請的通過。
對於想延期的，客服稱亦是按照特殊情況
作特別延長，但選擇延期後就無法再申
請退票。
不少遊客稱，22日上海迪士尼樂園的客
服電話特別難打通。「我從上午10點半一
直撥打電話到11點，電話一直佔線無法接
通。」有蘇州遊客透露，本來計劃年初三
來上海迪士尼遊玩，但考慮到新型肺炎確
診人數陸續增多，不願出門去人多的地

方，但又不想浪費價格高達665元人民幣的
門票。「好在看到公告可以退票，現在就
安心宅在家裡了。」該遊客如此表示。

第三方平台或收手續費
另外，對於在第三方購買迪士尼門票

的，迪士尼客服稱需要和第三方平台協
商。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目前各個平
台處理方法都不盡相同，有些可以折扣退
票，折扣部分作為手續費，但仍有部分沒
有給出明確答覆，稱要等待上級通知。

20 日晚，武漢市公佈
了61家發熱門診名單。
近日，央視記者探訪了
武漢金銀潭醫院的重症
監護隔離病房、發熱門

診，帶來救治一線的最新情況。
金銀潭醫院是武漢專門收治新型冠

狀病毒感染肺炎患者的定點醫院。從
外面進入重症病房，醫生們除了做好
防護，還要在不同的區域進行消毒。

首先穿過第一道門，來到穿衣區：
在這裡，醫護人員要穿上隔離服、鞋
套，戴上手套、口罩。如果要進入病
房，需要戴上厚的N95口罩。穿過第
二道玻璃門，就來到潛在污染區。通
過這裡進入重症病房前，醫護人員需
要先後經過風淋通道、紫外線消毒區
進行消毒。

全天看護 落實每位患者
之後，便進入患者治療區，也就是

隔離病房。在這裡，醫護人員會對病
患進行治療和護理，同時及時記錄相
關情況，每四小時換班一次。此外，
在病人搶救過程中，醫院還配備了充

足的護士做外圍工作。
在重症監護室，可以清楚地看到每

一個治療單元，包括呼吸支持和藥物
支持等。每位患者始終都有專人進行
看護，24小時都不會大意。

記者在這裡看到，每一位病人的病
歷都是密密麻麻的字。因為病歷就是
病人的檔案，做好詳細記錄，對將來
做回歸性分析，以及大數據分析和統
計，都非常有價值。

病歷中除了記錄日常檢測，還要及
時記錄省級專家組的會診意見，根據
病歷記錄，貫徹落實到位。此外，患
者的病史檔案都是雙重建檔，既有電
子檔案，也有將來提供給患者的紙質
檔。 ■央視新聞

■今年在廣州花卉市場購買年花的民眾並未因疫情而減少。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

■隨着各地陸續通報新型肺
炎進展，人們開始自發避免
去往人多的地方。圖為前往
滬迪園的人們。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攝

武漢隔離醫院
醫護四小時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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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暴派不斷鼓吹建立「黃色經濟圈」，一方
面欺壓不同政見的店舖，另一方面就刻意吹
捧泛暴的「黃店」。事實上，「黃色經濟圈」
的幕後黑手威逼利誘黃店「入圈」，須繳交名
目繁多的苛捐雜稅撐暴，令小本經營的「黃
店」不勝負荷，即使一時風光的「黃店」也難
以為繼，經營火爆只能曇花一現。「黃色經
濟圈」最致命傷是撕裂社會、激化矛盾，導
致香港整體經濟衰退，百業蕭條，「黃店」豈
能獨善其身，終歸難逃「攬炒」厄運。

修例風波持續大半年，不少店舖也被捲其
中，因政治立場而分藍黃。「藍店」當然屢遭
暴徒打砸燒，生意一落千丈而被迫結業。雖
然「黃店」被「黃絲」大肆吹噓，呼籲支持者幫
襯，個別「黃店」的確出現門庭若市的現象。
但是，天下沒有免費午餐，「黃店」被冠上所
謂「良心店舖」的道德光環，是要付出代價
的。

有「黃店」指出，進入「黃色經濟圈」需向
「星火同盟」、「612 基金」等所謂「抗爭基金」
捐款後，才可入圈；入圈後還要上繳費用作
抗爭之用，以及向「黃絲」提供優惠，有網民
就揶揄「黃店」也要忍受「五大訴求」：

「必須提供免費餐、不可以用內地食材、必
須接受抗爭幣付款、必須聘請義工、必須捐
錢給星火」。「黃色經濟圈」收取巧立名目的

「保護費」，大大增加「黃店」的經營成本，
「黃店」未享其利，先受其害，「想唔執笠都
難！」

為催谷「黃色經濟圈」，吸引更多店舖加
入，幕後搞手刻意打造指標性店舖，例如日
日吹噓某冰室大排長龍，製造「黃店」生意興
隆、豬籠入水的假象。但是不少「黃絲」抱
怨，該店無論食物、服務素質都讓人不敢恭

維。知名商人施永青指出，過往香港的消費
行為是以自由選擇為主，經濟考慮優先，消
費者基於優勝劣敗作選擇。惟「黃色經濟圈」
則是以消費聯繫政治取向、政治目標為主的
行為，是「所有嘢都要分」，會令香港撕裂，
他認為沒有太多經濟效益，長遠而言無以為
繼。

有賣魚蛋小食的店舖也聲言「黃色經濟圈」
大有可為，一度逆市開茶餐廳，更串聯其他
「黃店」以洗腦文宣虛張聲勢，結果虛火一
過，以連環結業收場。政治歸政治，經濟歸
經濟。以政治干擾經濟，違反市場規律，這
麼荒謬的事情竟然發生在被譽為全世界最自
由經濟體的香港，不是最大的諷刺嗎？事實
證明，「黃色經濟圈」注定失敗。
「黃色經濟圈」最大目的並非刺激消費，也

不可能振興本土經濟，而為了延續修例風波
的政爭，令香港社會壁壘分明、仇恨不絕。
修例風波引發的暴力事件重創香港經濟，政
府統計處早前公佈去年 11 月零售業總銷貨
價值約 300 億元，按年下跌 23.6%，連續 10
個月下跌，更是連續5個月錄得雙位數的跌
幅。在如此惡劣的形勢下，連大型化妝品連
鎖店都要大幅削減分店，以減省成本求渡過
難關。

搞「黃色經濟圈」人為阻礙消費、打擊經濟
活動，無異於令本港經濟雪上加霜。有所謂
經濟學者還認為，「黃店」用政治包裝營商吸
引消費者無可厚非，屬「自救措施」。這簡直
貽笑大方。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和諧
穩定的環境，怎會有安居樂業的家園。香港
只有回復法治穩定，社會重返正軌，經濟不
分黃藍，店舖商家才能度過時艱，走出低
谷。

黃色經濟撕裂社會「黃店」難獨善其身
武漢肺炎持續擴散，本港昨日出現兩宗高

度懷疑個案。湖北省政府則於深夜召開新聞
發佈會，截至昨晚8點，湖北省累計報告新
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444例。過去24小時死
亡8例，合共已17人死亡。內地疫情已出現
社區傳播，本港防止疫情社區傳播是當前最
急迫任務。特區政府應秉持快速回應、公開
透明原則，立即提升本港防護措施，包括全
面提升口岸防護級別、做好懷疑病人隔離和
緊密接觸者追蹤、準備醫療資源調配等預
案，做好全民防疫宣傳，尤其要吸取 SARS
教訓，盡最大可能確保醫院不成為傳染地
方、避免醫護人員受感染。

一名內地男子前日坐高鐵在西九龍入關
時，被衛生署職員發現其發燒等症狀，立即
將其送往伊利沙伯醫院隔離治療，昨日轉至
瑪嘉烈傳染病醫院，顯示本港口岸疫情監
察、防護防線發揮作用，疫情呈報、處理運
作暢順。衛生防護中心昨即設立熱線追蹤密
切接觸者、徵用兩個度假村作隔離用途，並
將在今日召開嚴重應變級別的督導委員會研
討防護問題，政府早做預案、快速回應處理
疫情，值得肯定。

香港大學教授袁國勇前日表示，武漢肺炎
首波疫情是由動物進入人體，第二波是散發
至附近地區，第三波是病毒開始在家庭、醫
院傳播，一旦出現第三波疫情，情況就會與
2003年時SARS類似。目前，內地已出現病
毒的第三波傳播，有進一步擴散的風險，本
港雖然暫未出現社區傳播，但必須高度戒
備、未雨綢繆，當務之急是必須做好四大防
備：

一是全面提升口岸防護級別。目前本港已
要求所有由武漢來港的航班乘客填寫健康申

報表，這一措施可擴大至高鐵、所有口岸，
要求所有入境的內地旅客及由內地返港人士
填寫健康申報表。所有口岸要對入境旅客實
施體溫檢查，加派人手進行隨機體溫抽檢。
一旦在口岸發現懷疑病人，即實施強制隔離
治療。

二是組建指揮中心、完善醫療預案、主動
追蹤隔離。應由醫管局召集專家組成臨時的
疫情防治指揮中心，必要時升級為特首親自
統領。醫管局要指定醫院、騰出病床、準備
好足夠的隔離營等，考慮啟用專門門診接收
發病病人，嚴格隔離疑似病例，做到人盯人
預防，並制定酒店、商場等公共場所的防疫
指引。

三是加大宣傳力度、提醒全城防疫。快速
回應、公開透明是防疫的定心丸，政府要進
一步加強統一訊息發放，加大防疫宣傳力
度。廣泛增設洗手液、消毒液，在學校、商
場等公共場所加強消毒，保證口罩等防護用
品有充足、穩定供應。

四是盡最大可能確保醫院不成為病毒傳染
的地方，避免醫護人員受感染。港大教授袁
國勇指出，最擔心香港醫院太擠迫、使用率
超額，醫護人員難以做足感染控制措施。內
地呼吸病防治專家鍾南山特別警示，醫院現
在要非常注意，不要變成一個傳染的地方，
這一條非常重要，如2015年韓國MERS，有
30多位醫護人員就是在醫院傳染的。

以此次內地疫情的教訓來看，非發燒門診
是高危區，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有近兩周
潛伏期，醫管局及各大醫院要以最高規格、
最好設備來防護，並合理調配資源，保障醫
護人員有必要的休息時間，同時加強醫院內
外的環境監測。

病毒殺到埋身 嚴防社區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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