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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康美樓住戶今離營歸家
北角明星酒家29人團拜 至今6人染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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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新增3名患者資料
第五十四宗： 41歲女子

（為第五十三宗個案男子的表姐）

住址：石澳大浪灣村

患病經過：
1月26日 與早前確診的五名病人（第四

十六、四十八、四十九、五十
二及五十三宗個案）於北角明
星海鮮酒家聚餐

2月3日 出現咳嗽
2月13日 到律敦治醫院求醫並入院接受

隔離治療。

第五十五宗： 70歲男子

（情況危殆）

住址：葵涌石籬（二）邨石怡樓

患病經過：
1月22日或之前 經落馬洲往內地，即日回來
2月12日 在家跌倒後由朋友送到瑪嘉烈

醫院，入院後有發燒及血氧低
徵狀

◆曾隱瞞返內地，醫護使用新設立的電子系統始
知，做好保護為他治療

◆曾出現氣促和咳嗽徵狀，據悉入院前已咳嗽10
天以上

第五十六宗：61歲女子

住址：上環永樂街233號

工作地點：上環嘉豪酒家點心檔

患病經過：
1月23日至28日 丈夫到廣東新會探望兒子，父

子均未出現病徵
2月10日 開始咳嗽
2月12日 出現發燒
2月13日 進入瑪麗醫院

資料來源：衛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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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醫管局早前公佈在全港17區
將18間普通科門診診所、家庭醫
學中心和社區健康中心，改作新
冠肺炎的指定診所，接收輕微發
燒或出現上呼吸道感染徵狀的病
人，惟泛暴區議員煽動居民盲目
反對，黑衣魔更乘機搞破壞。葵
涌伍若瑜夫人健康院昨日凌晨再
遭暴徒投擲汽油彈，是一周內第
二次被縱火。醫管局嚴厲譴責有
人惡意破壞醫療設施，將令無辜
病人受害。
現場為葵涌和宜合道310號伍

若瑜夫人健康院門口。昨日凌
晨3時許，上址突然警鐘大作，

警員及消防員到場，發現鐵閘
有被火熏黑痕跡，地上亦遺有
可疑的玻璃樽碎片，不排除曾
遭投擲汽油彈，遂列作縱火案
檢走碎片作進一步檢驗。案件
交由荃灣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八
隊跟進，暫時無人被捕。

醫管局嚴厲譴責
醫管局發言人昨日表示，對伍

若瑜夫人健康院接連遭縱火惡意
破壞，嚴重影響醫護人員及病人
的安全，予以嚴厲譴責，並已將
有關事件交由警方處理及加強診
所的保安。發言人強調，惡意破
壞醫療設施，將嚴重影響運作，
令無辜病人受害，並呼籲停止所
有破壞行為。
上周六（8日）下午，健康院

冷卻系統的風機位置突然起火，
現場遺有兩個疑曾載有易燃液體
的玻璃樽，以及部分懷疑裝過汽
油的玻璃樽碎片，相信曾遭暴徒
投擲汽油彈破壞，案件列作縱火
案交由警方跟進。

葵涌健康院再被投擲汽油彈

香港文匯報訊 屯門紫田村居
民出現確診感染新型肺炎個
案，房屋署職員昨日表示，會
由即日起連續14天在紫田村公
眾通道（人行及車行）以漂白
水及水車洗地，而紫田村鄰近
的欣田邨亦會加強清潔消毒。
民建聯屯門區議員賴嘉汶昨

日與食環署職員巡視食環署在
紫田村的清潔工作。食環署派
了兩輛水車及一隊清潔員工在
村內洗地。行人路方面，清潔
工人先在行人路地面倒上漂白
水，再用洗地刷擦洗地面，最
後以水車水喉射水沖洗；車路
方面，洗地車沿路清洗，並特
別清潔垃圾站附近道路。

欣田邨公共設施頻清潔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亦

於昨日與賴嘉汶聯同房屋署職
員巡視欣田邨。職員表示，因
應房屋署已提升應變級別，欣
田邨會加強清潔消毒，包括在
大堂入口提供搓手液，加密以
漂白水消毒大堂入口的地氈、
升降機按鈕、公眾地方扶手、
長櫈、電梯扶手等設施，確保
公共洗手間梘液供應等。
在另一個出現確診個案的長康

邨，當區區議員梁嘉銘亦連日逐
層樓派發口罩以及廁所清潔丸。

紫田村洗地 洗足14天
■■梁嘉銘連日上門梁嘉銘連日上門
向長者派口罩向長者派口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早前一名確診新冠
肺炎患者證實為匯豐銀行員工的家屬。匯豐昨日表示，
該員工曾與確診者有緊密接觸，現正接受隔離及醫學觀
察，員工的座位及附近的空間已徹底清潔和消毒，整座
辦公大樓會繼續定時清潔。
匯豐昨日確認，該行前晚得悉一名員工的家屬被確診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該員工與被確診的家屬曾有緊密接
觸，正接受政府的隔離和醫學觀察。過去14天內，該
員工沒有接觸客戶，並自2月12日起在家中隔離。

工作點非接待客戶
匯豐發言人補充，該員工此前於1月30日、31日及2
月3日在中環匯豐總行大廈14樓辦公，2月4日至11日
期間在將軍澳辦事處2樓上班，而該兩處辦公樓層均非
用於接待客戶。
發言人表示，該行已徹底清潔消毒該名員工的座位及
附近區域，包括茶水間在內的公共空間亦已消毒，整座
辦工大樓會繼續定時清潔，同時呼籲員工若有不適應立
即求醫並留家休息，所有香港員工在可行的情況下亦可留
在家中工作。

匯豐員工因家屬確診而隔離

香港上周六（8日）開
始實施強制檢疫政策，要
求所有從內地到港人士須
接受隔離14天。昨日，泛
暴派立法會議員譚文豪聲

稱有8名隔離人士涉嫌違反檢疫令，到律
敦治醫院專科求醫，並隱瞞曾到內地的記
錄。醫管局表示，局方暫時未接獲相關個
案資料。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則表示，有關
講法未得以核實，又形容每日來自四面八
方的假消息、謠言、傳聞，已對公共衛生
構成影響，引起市民不必要恐慌，特區政
府已經加強回應及澄清。

譚文豪昨日聲稱接到律敦治醫院醫
護人員報料稱，該院在本月12日及13
日，有2名外科、2名骨科及4名心臟

科的病人，在登記求診及向護士申報外
遊記錄時，均隱瞞自己過去14天曾到
內地的旅遊史，醫生在面診期間翻查系
統記錄，才得悉病人曾到內地且尚未完
成隔離。
他聲稱，有關醫生即時停止面診並

要求有關病人離開，但有病人曾到藥房
取藥。譚文豪聲稱，院方知悉情況後未
即時向衛生署及警方通報。

強調虛報旅遊史屬刑事
在衛生署昨日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問

及該事。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病人
安全及風險管理）何婉霞表示，醫管局
暫時未接獲有關個案，重申醫護人員會
詢問病人是否到過內地，亦可透過入境
處網上查閱病人的入境記錄。如發現病
人曾到訪內地，會規勸患者改期覆診。
何婉霞強調，根據檢疫令規定，向

衛生主任或有關醫生提供虛假或具誤導
性資料屬刑事罪行，違例者最高可被罰
款1萬港元及監禁6個月。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另一場

合被問及事件時表示，由於目前部分從
內地入境人士獲豁免檢疫，所以需時查
證譚文豪所指的8人是否豁免人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八患者傳違令覆診 醫局未接報告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疫情持續，香港現有
4個檢疫中心近乎飽和，特區政府計劃使用毗鄰迪士
尼樂園停車場的一塊約4公頃、面積與寶康公園相若
的政府土地作為檢疫設施，預料可提供約600個檢疫
單位，並會爭取盡快將火炭駿洋邨及元朗八鄉少年警
訊永久活動中心用作檢疫中心。
目前的4個檢疫中心麥理浩夫人度假村、鯉魚門公

園度假村、保良局賽馬會北潭涌度假營（25個單
位）及饒宗頤文化館翠雅山房，共可提供約150個單
位的檢疫設施。
食衛局昨日表示，由於疫情發展急速，陸續出現社區
感染個案，而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比例呈上升趨勢，
再加上一些因配合感染個案調查工作而須馬上進行的撤
離行動，故檢疫中心的使用率十分高，政府正努力增加
檢疫設施，包括向迪士尼樂園借地建檢疫設施。
華特迪士尼發言人表示，因應香港政府要求，及配

合香港所採取的維護社區健康及安全措施，迪士尼同
意探討使用該塊位於竹篙灣預留作未來旅遊發展的用
地，而該用地遠離現時度假區的營運範圍。

加快使用駿洋邨少訊中心
另外，特區政府爭取盡快把火炭駿洋邨及元朗八鄉少

年警訊永久活動中心用作檢疫中心，預計合共可提供
1,000個以上的檢疫單位。同時，政府會在現有的中心
加建單位，包括在鯉魚門公園度假村增加約350個單
位、西貢戶外康樂中心建約100個單位，少訊中心增建
約100個單位，合共增建約600個單位的檢疫設施。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
日表示，香港昨日新增3宗確診個

案，累計確診宗數達56宗。第五十四宗
個案為一名41歲女子，住在石澳大浪灣
村，在鰂魚涌工作，任文職。
她在上月26日晚上曾與此前的康美樓確
診者一同聚餐，聚會地點為北角明星海鮮
酒家，當時共29人出席，包括25名成人
及4名小童。聚會人士中，目前共有6人
確診新冠肺炎，包括康美樓低層中招夫婦
（即第四十八、四十九宗)，以及該名太太
的父親（第四十六宗個案患者）、小姨母
子（即第五十二、五十三個案患者）。
昨日確診的第五十四宗個案女子，2月
3日發病出現咳嗽，13日前往律敦治醫院
急症室並入院。她的日常工作不涉及見
客，但可能與同事吃飯。張竹君指，由於
他們聚餐的時間比康美樓中招夫婦（即第
四十八、四十九宗）確診時間早，不能確
定該對夫婦到底在聚會中感染，抑或在康
美樓內感染病毒。

古稀翁曾即日往返內地
另兩宗新增個案與此前病例未有明顯
關聯。第五十五宗個案是一名70歲長
者，在葵涌石籬二邨獨居，本身有腎病。
患者因在家中跌倒而入院，曾出現咳嗽及
氣促徵狀，咳痰持續達10日以上，現時

情況危殆，需要插喉治療。他入院求診
時，一度報稱自己不曾離港，但醫護人員
翻查入境處系統，發現他在1月22日或之
前，曾經即日往返落馬洲，證明系統能協
助醫護及時做好保護及隔離。

上環嘉豪酒家需大清洗
第五十六宗個案是一名61歲女子，在

上環永樂街居住，是上環嘉豪酒家點心檔
的員工。她病發前14日無外遊史，但其
丈夫曾在1月23日至28日期間前往廣東
新會探望兒子，父子都未出現病徵。
張竹君說，女患者發病期間有戴口罩上

班，數名與其有密切接觸的同事需要再作
檢疫，另有幾名與患者較少接觸的同事需
要接受醫學監察，酒樓亦需進行大清洗。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在家庭間擴散，昨日再增3宗確診個案，

令累計個案達56宗。一宗確診個案患者曾與青衣康美樓低層住戶

患者同枱聚餐，同場25名成人及4名小童，先後已有6人確診

（包括康美樓患者）。另一宗新增個案的男患者，曾一度隱瞞曾

返內地，醫護翻查入境處提供的系統後始被揭穿，協助醫護及時

防禦。而青衣康美樓A07單位所有撤離住戶、共101個樣本對該

病毒呈陰性反應，有關住戶可於今日離開檢疫中心返回其居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政府爭取盡快把元朗八鄉少年警訊永政府爭取盡快把元朗八鄉少年警訊永
久活動中心用作檢疫中心久活動中心用作檢疫中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縱火現場遺下火柴及玻璃樽碎縱火現場遺下火柴及玻璃樽碎
片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香港疫情還在發展中香港疫情還在發展中，，一對情侶在情人節戴着口罩親熱一對情侶在情人節戴着口罩親熱。。 路透社路透社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