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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嚴控疫
昨錄零確診

有潛伏期難判斷「見頂」再削非急症服務減感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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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保護裝備存量

自新冠肺炎疫情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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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口罩

後，特區政府推出嚴格

約1,800萬個

的控關措施與社會各界

保護衣

約220萬件

齊心抗疫。昨日，香港首次實現新冠肺炎零確診，累計確診個案

全面罩

約50萬個

維持在 56 宗。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雖然暫

N95呼吸器 約110萬個

時未有新增個案，但病毒潛伏期一般為 14 日，故難以判斷疫情

根據目前平均用量，存量預計可足夠
一個月使用

是否「見頂」，需要再多觀察一段時間。為了盡量減少醫院的人
流、將感染風險減至最低，醫管局將進一步縮減非急症及非必要

■醫管局表示，目前防護裝備存量僅夠使用一個月，呼籲前線謹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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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估計未來兩星期或有 10 萬人次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張竹君在記者會上表示，昨日本港
未出現新增確診病例，現有確診

個案共 56 宗，包括 30 男 26 女，年齡
介乎 22 歲至 91 歲，其中 21 人為 70 歲
以上，27人超過50歲。
在確診個案中，有 13 宗為輸入個
案，兩宗為輸入個案的密切接觸者，
12 宗為本地源頭不明個案，11 宗為本
地個案的密切接觸者，5宗為可能本地
個案，13 宗為可能本地個案的密切接
觸者。現有54名確診者仍然留院，5人
情況危殆，需要插喉及留在深切治療
部；3人情況嚴重，需氧氣輔助治療；
一名64歲女病人由嚴重轉為穩定。

維持 56 宗確診 5 人危殆
截至昨日中午，公立醫院在過去 24
小時內通報 45 宗懷疑個案，病人年
齡介乎 12 個月至 83 歲，連同新通報
個案在內，共有 120 人留院接受隔離
治療。
張竹君指出，輸入個案從發病到確
診之間的時間較短，故較少密切接觸
者受感染，但本地和可能本地個案平
均有 1、2 名密切接觸者發病，他們的
發病時間至確診的時間較長，可能需
要一星期左右。昨日雖然未有新增個
案，但病毒潛伏期一般為 14 日，因此

難以判斷疫情是否「見頂」或好轉，
需要再多觀察一段時間。

防護中心倡減少社交
被問及本地個案的源頭，張竹君表
示，衛生署仍在追查，但要先完成環
境測試的基因分析，才會有研究結
果。她並建議，近期市民如有不適就
不應上班，還應盡量減少社交，與家
人也要保持距離，包括要使用公筷，
如有氣促等病徵須即時求醫。
因應疫情，醫管局將進一步縮減非
急症及非必要服務，希望盡量減少人
流在醫院。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張子峯
表示，大部分預約手術及檢查需要延
後，包括內窺鏡檢查、腸鏡檢查、心
臟檢查等。一半預約覆診亦須延後，
但會為病人加配藥物，確保其足夠服
用至延後的覆診期。至於日間服務，
包括老人日間服務將暫停。局方將以
電話或手機短訊，通知部分原定覆診
或預約入院的病人延期。
張子峯預計，有關調整將導致每日
有 1 萬人次受影響，未來兩星期或有
10 萬人次受影響，而緊急或有迫切性
的服務，包括迫切癌症手術、必須的
癌症檢查、急性出血、通波仔手術、
自然分娩等將維持不受影響。

防護裝備僅夠一個月
醫局籲前線慎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
肺炎疫情令本港醫療系統面臨挑戰，
目前口罩及保護衣的現有存量僅夠使
用一個月，而此前目標為保持 3 個月
存貨。醫管局昨日承認，現階段採購
防護裝備出現困難，有國家及地區將
口罩列為戰略物品，呼籲醫護人員謹
慎使用。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昨日表
示，醫管局重新點算保護裝備的倉存
數量，目前共有 1,800 萬個外科手術
口罩，220 萬件保護衣，110 萬個 N95
呼吸器和 50 萬件保護面罩，預算為一
個月的用量。
她續說，上述數字為中央及聯網倉庫
的存貨，未計算已派到病房的物資，局
方會繼續緊密監察使用量，並承認措施
會為同事帶來不便，呼籲醫護人員謹慎
使用防護裝備。
被問及防護裝備的存量水平和政府
採購工作的完成進度，何婉霞說，

康美樓居民返家 滿意隔離營生活

2009 年豬流感時，局方曾定下 3 個月
存貨的目標，但由於今年 1 月初使用
量大，整體而言醫管局倉存的個人保
護裝備數量緊張。若有有心人欲向醫
管局捐贈保護裝備，局方會先檢視，
確保裝備符合相關要求，會提供予前
線醫護人員使用。

海外限出口 採購遇阻滯
她坦言，特區政府已開展環球搜購
但遇上限制，有些國家及地區將口罩
等防護用品列為戰略物品，限制出
口，令採購難上加難；有些地方雖然
可以訂到，但未必能夠付運或付運數
量減少，而政府已加大力度採購。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張子峯表示，由於
現時各地物流鏈滯後，令貨物延期，過
去若有訂單，會有信心一定有貨，但現
時情況有變化，如非見到貨物都不會確
實。局方會積穀防饑，呼籲同事謹慎使
用物資。

■早前撤離的康美樓居民昨獲准離開檢疫中心，分批返居所。 中通社 ■工作人員清潔大堂信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杜思文）新
冠肺炎疫情肆虐，青衣長康邨康美樓 4 名分
別居於 3 樓及 13 樓的 A07 室住戶確診。由於
擔心病毒經排污渠管系統傳播，衛生署上周
二（11 日）凌晨撤離大廈 A07 室逾百名住
戶，並安排他們接受隔離。該批住戶隔離期
間沒有出現病徵，並對病毒檢測呈陰性反
應，獲安排於昨日陸續返回居所。有住戶形
容隔離營內生活不錯，但「困住唔係幾
好」，不打算繼續在家隔離。
食環署及房屋署已為長康邨康美樓所有
A07 單位進行徹底清潔及消毒，房署保養測
量師帶領的技術檢查團隊，亦已完成對康美
樓所有 A07 單位的排污渠管的檢查及跟進工
作。在 34 個單位中，有 9 單位的排氣管被移
除，比率達四分一。

101 樣本對病毒呈陰性反應
衛生防護中心為康美樓 A07 單位沒有出現
病徵的住戶的新型冠狀病毒測試已完成，
全部 101 個樣本對病毒呈陰性反應，早前撤

離的居民昨日中午獲安排乘坐旅遊巴返回居
所。
首輛旅遊巴昨日中午 12 時 15 分抵達康美
樓樓下，該批返到家的居民約有20名。「全
港社區抗疫連線」聯席召集人羅競成和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當區區議員梁嘉銘昨
日在康美樓樓下的「社區抗疫支援點」派發
口罩、搓手液、板藍根及消毒水等防疫物
資，歡迎居民回家，同時強化社區防疫。

陳恒鑌梁嘉銘上門了解A07室喉管
陳恒鑌和梁嘉銘並立即上門，了解 A07 室
住戶喉管的情況，並要求房署檢查所有單
位，以保居民安全。陳恒鑌表示，已經在該
邨及周圍屋邨檢查去水渠狀況，若有居民發
現家中去水渠有臭味洩漏，他們將匯總資料
交予房署處理。
一眾居民其後陸續上樓。居於康美樓 2407
室、和太太被安排到饒宗頤文化館附近的翠
雅山房接受隔離檢疫的包先生憶述，自己當
晚連夜撤離既緊張又擔心。在隔離營居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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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活良好，一日三餐伙食不錯，平時會看
電視及打機消閒，但始終感覺「被困住唔
係幾好」，故對能回家感到相當開心，並
會用漂白水消毒家居，又表示不打算繼續
在家隔離。
居住 207 室的住戶 Kelvin 一家四口亦在美
孚翠雅山房接受隔離。他坦言該處伙食良
好，只是難以入眠。被問及有不少美孚居民
反對在屋苑附近設置檢疫中心，Kelvin 聞言
反問：「擔心乜嘢啊？唔好咁啦，大家都係
香港人。」

讚政府做好補漏工程感放心
Kelvin 返家後發現，廁所的喉管有兩個接
駁位被修理過，另有一節喉管被更換，相信
是房屋署檢查後重新接駁。他大讚政府人員
做好補漏工程，現時感到相當放心。
Kelvin 的母親馮女士則指，在美孚翠雅山
房隔離期間曾多次探熱以及接受身體檢查，
並無任何異樣。她在房間內經常收看電視新
聞報道，留意疫情最新進展。

浴室喉管易破損 病菌入屋致感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青衣長康邨
康美樓相繼有住戶感染新冠肺炎，香港廁所
協會副主席熊志權早前到該區兩個單位視察
後，發現排水管道均安裝於浴室內，而浴室
範圍有限，市民有可能將一些雜物或清潔用
具放在管道上，產生碰撞造成喉管破損，導
致病菌通過破爛的喉管進入屋內引致感染。
熊志權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有關單位內
的喉管之間空間狹窄難以清潔，引起衛生隱
憂，加上喉管外露在室內，市民有可能因個
人需要擅自更改或切斷喉管，令喉管系統無
法控制管內氣壓，有可能令帶菌氣體通過廁
所進入屋內，並懷疑有居民把反虹吸連接氣
喉切斷，導致細菌進入屋內。

專家倡大廈外牆設喉管槽
他建議承建商日後應在大廈外牆設立喉管
槽，把所有排水喉管設於室外，既可以防止
喉管被破壞，導致有氣體或細菌進入屋內，
亦能夠防止住戶擅自改裝喉管。
香港廁所協會司庫龔瑞瓊表示，U 形隔氣
管內的水有助阻止糞渠內的帶菌氣體通過廁
所或地台去水位進入屋內，若水位過低將無
法阻隔氣體，而水位過低原因主要因為單位
空置太久，或者喉管漏水所致。
她建議市民定期從地台去水位注水，大約每
星期兩次，確保U形隔氣管不會乾涸，或可以
經房屋署或管理處同意後，有專業水喉師傅把

■熊志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U形隔氣管改裝成W形隔氣管。W形隔氣管
會把洗手盆的去水管與夾氣球連接，確保隔氣
管不會乾涸。
熊志權補充，目前很少住戶會用掃把洗
地，地台去水位已經變成一個可有可無的裝
置，若市民真的不需要用到地台，可以用膠
板或其他工具將它封好，防止有毒氣體進入
屋內，並建議承建商可以在日後的新樓盤考
慮不設立地台去水，以解後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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