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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灣兩句鐘僅十多人入境

往來口岸公交停駛縮班次 市民均指遵守檢疫規定
從內地抵港的



市民及旅客，或

(

過 去 14 日 內 到
過內地者，由昨

日開始進入香港後都要強制檢疫 14 日，令出入境人流
較之前大幅減少。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深圳灣口岸逗
留近兩小時，只是見十多名市民及旅客入境，包括多名
因為未能購買車票而趕不及在新措施生效前回港的市
民，但他們都表示會遵守檢疫規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深圳灣口岸前日迫滿趕在強制檢疫措施生效前返港的人，巴士
站和的士站均大排長龍，但在強制檢疫措施昨日生效後，口

岸即時變得冷清。不少往來深圳灣口岸的公共交通工具停駛，繼續
維持服務的亦已經縮減班次，以往來元朗與深圳灣口岸的嶼巴 B2
線為例，班次就由原來的15分鐘至20分鐘一班減至一小時一班。

請假兩星期配合新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上午再次到口岸觀察，逗留近兩小時亦只
見十多人入境，其中大部分均為香港居民。早前回鄉過年的鄧先
生在清遠逗留了約 20 日。他表示，自己之前一直有留意新聞，知
道昨日起返港需強制檢疫 14 日，但由於內地的車票供應緊張，所以
未能購買車票趕在新措施實施前返港。衛生署職員在向他簽發檢疫令時已
清楚說明檢疫要求，將向僱主請假兩星期配合。
羅伯伯同樣因為未能購買前往深圳的車票，所以昨日才可以返港，「知道
強制檢疫措施已經生效，今（昨）日回來開始檢疫，太太月尾才能如期到醫
院覆診。內地現時的氣氛也十分緊張，有些地方更拒絕非居民入住，留在內
地也只是留在住處，不能外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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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居家檢疫憂傳家人
住在觀塘區的李女士昨日從內地返港。她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只給
予需檢疫人士兩小時前往檢疫地點絕不足夠，指自己昨日先乘巴士到屯門
轉港鐵，再轉巴士回家所用時間肯定超過兩小時。
她續稱，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希望可以入住臨時住宿設施，而非居家
檢疫，「家中同住的有幾名子女，我不知自己是否有病，我現時是一個
『炸彈』。」她並指一旦自己染病可能傳染家人，他們不受限制地自由
活動亦會引發社區傳播。
除香港居民外，還有持雙程證的內地人繼續來港，包括住在深圳的
鄧先生。他說，來港是為了照顧自己就讀小三的女兒，「嫲嫲住在香
港，我雖然不能外出，但也可以留在家中照顧她，外出買餸等工作則
交由嫲嫲負責。」即使留在深圳、沒有相關檢疫要求，自己也只會留
在家中，認為措施對他影響不大。
在機場方面，前晚由北京來港的港航 HX313 班機由於延遲了起
飛，抵港時間由前晚約 11 時半，延至昨日凌晨 1 時許才抵埗，機上
乘客由原來不用檢疫變成首批要強制檢疫 14 日者，有乘客指機組人
員在機上已經向他們派發表格，及提醒他們要提供住址等資料。
雖然目前前往內地返港後需要檢疫 14 日，但仍然有市民繼續前
往內地。黃先生表示，今次往內地有緊要事處理，出發前已經考
慮到之後需要檢疫 14 日的因素，並認為有關做法雖然有不方便，
但在非常時期要有特別措施，理解有關安排，回港後會在家工
作，遵守檢疫令要求。

■ 警方調派人手駐守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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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人來人往的口岸變得冷
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港昨再增一宗初步確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昨日據報新增一宗新冠肺炎初步確診
個案，目前累計確診個案仍為 27 宗，
其中 3 人情況危殆、1 人嚴重。衛生署
表示會密切留意本地新增個案情況，
以評估疫情在本港的傳播情況。
據報，一名年輕男子近日參加派對，
與18名香港親戚及兩名內地人打邊爐後
發燒，晚上在律敦治醫院確診，多名一
同打邊爐的親戚事後都感到不適，而該
男子的父母也出現類似病徵。
衛生防護中心在昨日下午的記者會上
表示，截至下午4時，昨日暫未出現新確
診的新冠肺炎個案，累積確診數維持 26
宗，另 44 宗懷疑個案，目前懷疑個案中
有81人仍留院觀察。
確診個案中 21 人情況穩
定，3 人危殆，1 人嚴
重。危殆患者分別是第七宗、
第十六宗及第二十四宗。第二十
四宗個案是一名65歲女患者，7日情
況轉差，轉入深切治療部，需要使用呼吸

機協助呼吸。第二十五宗個案的58歲男患者，
7日血含氧量下降，在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為
嚴重，但暫毋須使用呼吸機。

11 宗涉本地傳播個案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指出，
26 宗個案中有 11 宗涉及本地傳播或屬相關個
案，其中最遲發病日期為 1 月 30 日，署方將
密切留意未來新增本地個案，以評估病毒在
本港的傳播情況。由於是新病毒，很多事情
仍未清楚，例如無病徵者是否有傳染性，現
行隔離或檢疫措施未必可有效阻止病毒擴
散，病毒或已在社區傳播。
此前確診的第二十一及二十二宗個案，是
一對住在青衣灝景灣的夫婦，有消息指患者
家人未被送往隔離營，只在家中隔離。張竹
君表示，政府會盡量安排確診患者的密切接
觸者到檢疫中心隔離，但有關個案的家人已
90 多歲，出於其健康狀況考慮，要留在有特
別設施的家中，不適合前往隔離營。
她續說，明白該座大廈住戶可能擔心會受
感染，但希望他們明白，食環署已徹底消毒

時船上乘客的可能性會很低。
至於在 1 月 24 日已下船的 206 名乘客，衛生
防護中心表示，現時已成功追蹤 106 人，當中 4
人表示不適，已送往醫院檢驗，均證實對病毒呈
陰性反應。
此前有乘客向媒體表示在船上等候無期，對政
府做法失望。梁耀康表示，有關安排是以乘客及
市民健康為首要考慮，是非常謹慎的做法，期望
乘客諒解，又指中心已建議船公司盡量減少船上
的集體活動，關閉公眾設施，避免大規模聚集。

「鑽石公主號」
再增 3 宗確診個案

■ 若所有船員的病毒測試結果均呈陰性
若所有船員的病毒測試結果均呈陰性，
，乘客
便可落船。
便可落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除「世界夢號」外，目前停靠在日本橫濱港的
「鑽石公主號」郵輪亦出現多宗新冠肺炎感染個
案，昨日船上新增 3 宗確診個案，包含兩名美國
人，1名中國人，累計確診數達64宗。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昨日陸續收到逗留在
「鑽石公主號」上的市民聯繫，有藥物需求的求
助旅客仍未獲所需藥物，鄭泳舜指部分旅客亟需
心臟病等藥物，情況緊急，要求入境處及船公司
從速支援。

鄭泳舜指出，求助的香港旅客與其他乘客一
樣，已被隔離了三天。由於船上可能有長期病患
者，據悉日本方面昨日已增派醫護人員上船，期
望當局或船公司在有需要時，向旅客發放必要訊
息，並照顧他們的需要。
他續指，昨日曾聯絡入境處，獲告知部門的協
助居民小組已投入支援。因應事情緊急，鄭泳舜
要求當局尋求中國大使館幫忙，對這批港人旅客
作多方面支援，包括醫療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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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清潔有關單位，需要家居檢疫的人士亦不
可離開住所，不會對其他居民構成風險。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
家獻表示，醫管局有 11 名醫護人員接受了新
型病毒的測試，其中 9 人仍須隔離觀察。醫
管局現有 891 張隔離病床，使用率為 37%；
負壓隔離病房就有470間，使用率達55%。
他指出，有需要到公立醫院覆診的病人，
如現時正接受檢疫令，應聯絡醫院改期，如
出現藥物不足，醫管局可協助病人覆配藥
物，由家人朋友代取。另外，由於醫管局保
護裝備存量緊張，日後只會向住院病人每日
派發一個口罩，訪客則需自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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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因應新冠肺炎相關疫
情，特區政府自周二（4 日）起實施從湖北返港人士需
要進行家居檢疫，並從昨日起規定所有從內地入境人士
需要隔離 14 天。截至昨晨 6 時，民政事務總署聯絡 200
多名從湖北返港而需家居檢疫的香港居民，共收到 9 個
要求協助個案，從內地入境而須隔離者的求助個案則有
兩宗。
針對從湖北返港而需家居檢疫的人士，民政事務總署
昨日表示，已主動聯絡 200 多名因從湖北返港而須家居
檢疫的香港居民，解釋檢疫安排，並聯同相關部門為在
家檢疫的居民提供支援。
在接觸過程中，大部分居民都表示沒有任何問題或特
別需要。截至昨晨 6 時，民政事務總署共收到 9 個要求
協助個案，包括提供食物和日用品、社工輔導支援服務
及其他協助。
在實施所有從內地入境者，包括香港居民及內地人士
均須強制檢疫 14 天的措施後，民政事務總署表示，截
至昨晨 6 時共接到兩個求助個案，分別是提供食物和日
用品。
另外，截至昨晨 7 時，民政總署共接獲滯留「世界
夢號」郵輪者的 47 個熱線要求，主要包括家人為船
上人士提供藥物和其他物資的安排和船上膳食等，已
轉介相關部門跟進。民政處會繼續聯同其他部門協助
滯留在船上面的居民。民政事務總署及各區民政事務
處設立 37 條電話熱線，有需要人士可致電求助。

人從湖北返港需協助

郵輪員工檢測 4 天 若陰性乘客可落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曾經接載 8 名新冠
肺炎確診乘客的「世界夢號」郵輪，仍繼續停泊
在啟德郵輪碼頭。香港衛生署已連續 4 日對船上
人員進行檢疫，預計仍需時4天對1,800多名船員
進行集中病毒測試，即11日（下星期二）可完成
全部檢查，其間所有船員及乘客都要留在船上。
若所有船員的測試結果均呈陰性，乘客便可落
船。
曾接載 8 名確診新冠肺炎病毒內地旅客的「世
界夢號」郵輪，繼續停泊在啟德郵輪碼頭。昨日
衛生署記者會上，衛生防護中心港口衛生科總港
口衛生主任梁耀康表示，截至 8 日下午 4 時，船
上有 35 名員工及 9 名乘客出現發燒或上呼吸道感
染徵狀，全部樣本對新冠肺炎測試呈陰性。
梁耀康指出，早前確診的乘客及他們的密切接
觸者，在上月24日已全部落船，現時在船上的乘
客與該批次乘客完全無直接接觸，但員工有機會
受感染。故經專家意見，衛生署將集中為 1,800
多名員工進行病毒測試，過程預計需時 4 天，即
本月11日完成，其間所有船員及乘客都要留在船
上。如果船員的測試結果全部呈陰性，再感染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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