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泊在日本橫濱港的「鑽石公主

號」郵輪昨日再多65人確診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令船上確診者增至

135人。日本厚生勞動省透露，曾

與確診患者密切接觸的數十名乘客和船員等已接受檢測，百多名不適者也

是檢測目標，並指已派出醫生和藥劑師到船上，最快周日送約500人分量

的高血壓和糖尿病藥物上船。「鑽石公主號」上有數百名港人，部分人指

出現發燒與咳嗽症狀，卻遲遲未獲安排見醫生，他們希望特區政府與日本

當局協調，派專機接他們回港隔離。香港入境處表示，昨日再派員前赴當

地提供支援，並直接與有關單位聯繫，確保受影響的香港居民得到協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愁困「公主號」港人等藥救命
發燒無醫生睇 床單一周未換 再多65乘客船員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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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公主號」一直停靠在日本橫濱，
船上約3,700人按規定要隔離至本

月19日，船上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患者已增
至135人，新增65名確診者中並無港人。
日本富士新聞網報道，日本政府內部對
船上全員隔離一事開始出現不同聲音，有人
認為應研究讓船上沒有出現病徵的人下船，
前往其他設施接受隔離。據了解，日本政府
曾考慮為船上所有人進行檢測，但日本政府
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昨日表示，由於人數太
多，難以為郵輪上所有人做病毒檢測，預計
只是為本身患病的長者檢測。

急盼日方派醫療專家登船
日本《每日新聞》報道，船上一名男子
昨日向各媒體公佈已提交給厚生勞動省的請
願書，希望日本政府向船上旅客提供醫療及
生活等協助。報道指該名旅客匯整了一眾旅
客的意見，請願書以「希望盡速為被隔離在
船上的旅客建構協助體制」為題，要求改善
目前船上不足之處。
請願書指出，從日本政府於本月5日要求
全船人員進行14天隔離生活起，船上環境
持續惡化，要求有關方面更換已近一周未更
換的床單，同時派遣醫療專家及護士上船，
並對船上的人提供充裕的資訊。請願書並
指，船上工作人員對旅客的應對能力不足，
對重病者置之不理，亦對長者、殘疾人士及
慢性病患者等欠缺必要的照顧。

身處船上的63歲港人黃先生昨向傳媒表
示，其妻早前發燒，但未獲安排見醫生，其
後才獲發退燒藥，服食後有好轉，惟他們服
食的薄血丸及治糖尿病等藥物並不足夠。他
並指，其房間無窗，連日只踏足房外3次，
他與船上港人均希望入境處協助，將藥物及
日用品送到船上。

入境處：已陸續派員支援
香港入境處表示，根據郵輪公司提供的資

料，船上共有260名港人，早前確診3人感
染新型冠狀病毒。入境處接獲的港人求助包
括要求協助盡快回港或提供隔離期間所需的
藥物，該處已即時向郵輪公司及其當值醫生
反映有關需要，並透過大使館及經貿辦要求
日本有關當局提供藥物及協助。入境處已於
前天派員前赴當地，為港人提供藥物及適切協
助，部分港人已確認收到相關藥物。入境處昨
日再派員前赴當地提供支援，並直接與有關單
位聯繫，確保受影響的香港居民得到協助。
另外，日本國土交通省表示，原訂本月

停靠日本的14艘外籍郵輪中，有13艘中止
行程，餘下一艘「海洋之夢號」計劃周六停
靠橫濱，周日停靠神戶港。
有專家表示，不能排除有症狀較輕或無症

狀感染者已入境日本的可能，加上郵輪發生
數十人大規模集體感染，估計病毒傳染力較
早前估計更強，有必要提前完善醫療系統，
為新型冠狀病毒有可能在日本流行作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受疫情
影響，目前尚有不少港人身處湖北省。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發言人表示，截至昨
日早上，特區政府共收到逾千宗在湖北
省港人的求助個案，涉及逾2,000名分佈
在省內逾30個城市的人士。香港特區政
府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已與香港衛生
署協調，聯絡有需要的港人了解他們在

香港的就診情況，再從醫管局或親友處
取得所需藥物送往武漢及分發予他們，
首批藥物前天已分發至有需要者。發言
人表示，會審慎地全面評估公共衛生風
險及實際可行性後，再決定是否安排他
們返港。
發言人指出，特區政府透過駐武漢辦一

直與在湖北省的港人保持緊密聯繫，了解

他們的需要，並與當地相關部門協調，向
他們提供可行協助。基於一些目前身處湖
北省港人可能有藥物或醫療的需要，駐武
漢辦已與衛生署協調，首批藥物已成功分
發給有需要者，其他藥物亦會盡快分批運
送往武漢。
衛生署亦已設立健康熱線，為有需要的港

人提供醫療意見。駐武漢辦亦已向他們提供

武漢醫療機構在線醫生的聯絡方法，可通過
網上問診的方式徵詢意見。

審慎評估安排回港
至於考慮是否安排在湖北省的港人回港的

事宜上，特區政府會審慎地全面評估公共衛
生風險及實際可行性，特別是如何確保他們
在回港途中不會互相感染，以及回港後的檢

疫安排，包括有足夠容量的合適檢疫地點再
作決定。
另外，就港人滯留湖北一事，立法會議
員葉劉淑儀昨日在電台節目表示，特區政
府正安排協助為長期病患者提供藥物，但
在包機接回港人上遇到困難。
她說，把滯留湖北各地的港人集中，過

程中或會出現交叉感染，而且特區政府目
前能調動的客機亦有限。她指就算找航空
公司，都有機會遇上機組人員「唔肯
做」。在滯留港人回港前，更要先安排好
足夠地方作隔離檢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停
泊在日本橫濱的「鑽石公主號」郵輪
上有260名港人正被隔離。一直跟進
有關港人求助個案的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鄭泳舜表示，昨日曾與船上旅客及
特區政府溝通，知悉有入境處人員昨
日已抵達當地支援，旅客亦陸續獲得
藥物。有見求助個案的增加，鄭泳舜
要求特區政府在當地增設緊急支援中

心，派員前赴當地，做好全方位的支
援。
鄭泳舜昨日再收到香港旅客及其

家屬的求助，他們一再表達擔心因
中央冷氣系統、接觸員工及派送食
物過程等，在郵輪上感染新冠肺
炎，令本月19日檢疫隔離期屆滿後
返港一事成為泡影。鄭泳舜要求特
區政府關注郵輪上確診個案增加情

況，尋求日本方面檢視郵輪是否還
適合作檢疫隔離場所，並於有需要
時安排旅客在陸上接受檢疫隔離。
此外，在鄭泳舜昨日收到的求助個
案中，有年長旅客指收到藥物後，未
能看得懂藥物名稱及服用次數建議，
希望當局或船公司在配送藥物上配中
文指示；而船公司每天作出廣播時，
亦應有翻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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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內地和香港正在
展開防疫阻擊戰，香港企業和社會各界
出錢出力馳援武漢，支援香港抗疫，本
港各界已經至少向內地和香港捐款捐物
折合超過 10 億元，並從海外採購了大批
口罩、防護服等送兩地抗疫一線，展現
血濃於水的同胞情誼，以及企業回饋社
會共渡時艱的擔當精神。只要各方同舟
共濟、萬眾一心，香港和內地就能打贏
這場抗疫戰。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嚴峻疫情之下，
全國各地紛紛派出醫療隊緊急支援武漢。
香港向來對內地發生災害感同身受，每次
皆不遺餘力馳援，無論是華東水災，還是
汶川地震，香港都踴躍捐錢捐物、全力相
助。此次面對疫情，香港社會各界再次迅
速展開行動，為內地捐贈抗疫資金、運送
抗疫急需物資。李嘉誠基金會捐款1億元
港幣用於武漢防疫抗疫工作，世茂房地產
控股有限公司捐款 3000 萬元港幣，李家
傑和李家誠以家族名義捐款 1000 萬元人
民幣作為恒基兆業設立抗疫基金的啟動資
金，新世界中國地產行政主席鄭志剛捐款
1000 萬元人民幣予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
院，恒隆地產、九龍倉皆以千萬元人民幣
支援抗疫。本港商界在關鍵時刻為抗疫出
力，心繫國家和內地同胞；另外，香港各
社團和普羅市民也紛紛向疫區施以援手，
表達港人與內地同胞心連心、齊抗疫的大

愛之情。
經過去年的修例風波，有人擔心本港

與內地的關係受到嚴重衝擊。日前，特
首林鄭月娥感謝中央和廣東省對香港抗
疫的全面配合和支持，包括國務院港澳
辦全力協調向港輸出1,700萬個口罩、國
家移民局停發內地居民赴香港旅遊簽
註、商務簽註等。香港獲得中央大力支
持和廣東省全面配合，內地在口罩等醫
護防疫物資緊絀的情況下仍大力支持香
港，事實再次證明，中央始終堅定支持
香港繁榮穩定，祖國永遠是香港戰勝挑
戰的堅強後盾，內地與香港守望相助的
情誼堅定不移，港人港企時時刻刻關心
國家、愛護國家，國家有需要時一定會
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

香港企業和社團機構在支援內地同
時，亦全力支援特區政府抗疫工作，利
用各自的資源網絡，在全球採購口罩、
防護服、消毒液等抗疫物資，贈予醫管
局，並向老人院、社福機構等弱勢社群
免費派發口罩等防護物品，主動承擔企
業的社會責任，分擔政府防疫工作，在
獅子山下同舟共濟，樂觀應對挑戰，攜
手踏平崎嶇。

新冠肺炎的威脅不容低估，但只要香港
各界人心齊、同甘苦，在國家的支持下，
港人有信心、有能力打贏抗疫戰，香港一
定能逢凶化吉、轉危為安。

各界支援兩地抗疫 展現血濃於水擔當
為防範新冠肺炎源頭輸入，政府已實施強制

檢疫措施。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表
示，經內地到港人士強制檢疫安排實施至今，
當局發現 9 人未有全時間留在居所，已聯絡其
中 7 人並作警告，又對未能聯絡的兩人發出通
緝令。不遵守強制檢疫令，擅自離開隔離場
所，是嚴重刑事罪行，等同撕開本港防疫網，
增加疫症社區傳播的風險。對這種罔顧公眾安
全的自私行為，當局須借鏡其他地方的果斷做
法，依法速捕速檢控速判監，以收阻嚇之效，
切實保障公眾健康和生命安全。

強制檢疫措施上周六生效，政府三令五申提
醒，違反隔離令是刑事罪行，會考慮檢控，一
經定罪可判監半年及罰款25,000元。新冠肺炎
疫情嚴峻，接受隔離令者為人為己，都應遵守
隔離令，積極配合政府的防疫安排。有人擅自
離開隔離場所，隱匿行蹤，公然違法，且明知
故犯，警方理所當然要將其緝拿歸案，以免法
例形同虛設。

盡快拘捕逃避隔離令者，是防疫的迫切需
要。新冠肺炎被醫學界形容為較之沙士更狡
猾、更難防，因為病毒感染者，存在輕症乃至
無症狀情況，這些感染者沒有發燒、咳嗽等常
見病徵，甚至是快速檢測也檢驗不到的「假陰性
者」。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院士
領銜、有份參與的最新研究論文指出，新冠肺
炎確診患者的潛伏期最長可達24天，並證實有
無症狀感染者傳播病毒的情況出現，不排除存
在「超級傳播者」。本港一名80歲確診新冠肺

炎的老翁，上月乘坐郵輸「鑽石公主號」，郵輪
至今最少有130人確診感染，實在令人心驚。

醫學理論、現實情況都顯示，新冠肺炎潛
伏、傳播的風險相當高，若接受隔離者已感染
病毒，卻違反隔離令在本港社區自由行動，意
味着撕破本港的第一道防疫網，後果不堪設
想，恐怕會導致疫症在社區爆發的災難。

依法防疫非同兒戲，對違法者的處罰從嚴從
重，已成為各地保障防疫效果的必要手段。浙
江湖州一名接受居家隔離的人違反規定，被當
地法院以妨害公務罪，判處 9 個月有期徒刑。
從當地檢察機構批准逮捕、提起公訴，到法院
審理並判刑，合共不到一周時間；新加坡上月
底要求所有從中國內地返國的僱員放假14日，
僱主亦必須配合，人力部嚴厲打擊違反隔離措
施的人士，有 4 名工人違規上班，被撤銷工作
簽證，在24小時內被遣返，並永久禁止在新加
坡工作；6名僱主則被罰兩年內不可聘用持工作
簽證人士。

非常時期，要用非常辦法。本港防疫形勢不
容樂觀，追捕、起訴、判處違反隔離令者刻不
容緩，這關乎本港公眾生命安全、人心穩定，
唯有以法律手段制止違反隔離令的歪風，提升
接受隔離者守法隔離的意識，才能有效防止防
疫安排出現重大漏洞，讓加強防疫管控的努力
不會付諸東流。從嚴防疫是當前首要任務，也
是社會共識，執法、司法機構應互相配合，以
即捕即檢控即判監的原則，合力依法落實強制
檢疫安排，對全港市民的生命安全負責。

速捕速檢控速判監 制止違隔離令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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