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停泊在橫
濱港的「鑽石公主號」郵輪，昨日新增67
宗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其中38人沒有任何
症狀。特區政府保安局發言人昨晚深夜表
示，特區政府正安排包機免費接載在「鑽
石公主號」上接受檢疫的香港居民在獲准
離船登岸後盡快返港。一待日本當局確定
具體安排，特區政府會盡快通知受影響香
港居民具體的返港日期和安排。考慮到相
關的公共衛生風險，有關人士在抵港後會
安排入住檢疫中心接受14天檢疫。
日本厚生勞動大臣加藤勝信昨日傍晚在
記者會上公佈，「鑽石公主號」郵輪上昨
日新增67宗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其中38人
沒有任何症狀。截至傍晚，船上共確診285
例新冠肺炎病例。
到周三，只要不是與感染者同房間者，
在病毒檢測中結果呈陰性，在確認健康狀
況後即可依次下船。與感染者同房間的
人，檢測結果即使呈陰性，也要從感染者
離開房間後算起再隔離觀察14天方可下
船。

未有時間表 回港要隔離
針對船上港人在隔離後返港的問題，香
港旅遊業議會透露，郵輪上約有100名旅
客參加旅行團，旅行社已為他們安排周三
返港機票。有傳媒昨日則引述船上港人透
露，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昨日聯絡他們，
表示倘可安排機位讓他們返港，他們會否
接受。
至於包機何時可接滯留港人、哪一間航

空公司、哪個型號的飛機則暫時未有資
料，但就指機票需要一定的費用，與經濟
客位機票相若。對郵輪上乘客回港後要否
再進行隔離，入境處回應指，隔離措施由
衛生防護中心負責，暫時未有一個實質的
決定。
對郵輪持續有新增確診新冠肺炎個案，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表示非常憂慮，
並建議特區政府出資包機接港人回港，而
政府應以防疫抗疫基金支付相關費用，
「他們已經很苦惱和困擾，特區政府應該
給出更多的誠意去支援這些港人。」

鄭泳舜倡加速病毒檢測
鄭泳舜並引述有求助港人昨日向他反

映，船上廣播通知，日本當局初步計劃於
周二開始為乘客陸續進行檢測，檢測結果

需時3天或以上，令他們離開郵輪的日期
會由周三推遲至周五，部分人士擔憂在周
三後藥物不足。
鄭泳舜要求特區政府盡快交代包機安

排，並盡快向日本當局了解詳情，同時要
求政府向日本提出，由今日開始加快為旅
客做病毒檢測，以避免旅客的隔離期進一
步延後。
目前，「鑽石公主號」上約有400名美

國人。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引述日
本政府相關人士表示，日美兩國政府正在
持續協調，在排除檢查結果已呈現陽性的
人後，餘下美籍旅客搭乘美國政府準備的
包機返回美國。台灣的「疫情指揮中心」
指揮官陳時中昨日亦稱，有跟日方洽談接
回台灣人，若回來，或會採包機形態回
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新冠肺
炎疫情持續，逾2,200港人仍滯留湖北當
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接
受電台節目訪問時透露，正計劃分批安排
滯留湖北港人返港，但前提是必須有足夠
地點檢疫。由於本港檢疫宿位已近飽和，
特區政府有必要增設檢疫中心。他強調檢
疫中心對周邊社區並無影響，希望地區人
士諒解及支持。

港檢疫中心宿位九成滿
聶德權在節目上表示，目前逾2,200名港

人滯留在湖北省30個城市，特區政府接獲
其中90人對藥物有需要後，已於早前安排
4批藥物到當地，第五批藥物亦正付運途
中，約30人已領藥。

雖然特區政府計劃分批安排滯留港人返
港，但港人散落在湖北各處，與武漢相距
約8小時至10小時車程，如要集中所有港
人必須當地政府協助。他表示，特區政府
一直得到湖北省政府支持，但必先要香港
有足夠地方供返港港人檢疫。
他解釋，香港目前4個檢疫中心共150個

宿位已被佔用九成，並需為日前長康邨康
美樓A07室等同類型突發隔離的需要作預
留，特區政府有必要增設檢疫中心，倘沒
有足夠檢疫中心就無法做好防疫工作，只
會令疫情嚴重。

中心無影響社區 冀社會諒解
聶德權重申，在檢疫中心隔離人士均

無任何相關病徵，只是因曾接觸確診

者，或前往過疫區才需受觀察，加上封
閉式管理的檢疫中心外有警察駐守，嚴
格禁止有關人士外出，倘有病徵亦會由
中心內醫護直接送院，因此對周邊社區
並無影響。
他續說，特區政府正在火炭駿洋邨、八

鄉少年警訊學校，及幾個度假營設立檢疫
中心，未來亦會利用竹篙灣用地，希望社
會諒解及支持，並批評早前有暴徒在粉嶺
暉明邨縱火事件，有關設施復修需時半
年，故即使不設立檢疫中心也嚴重延誤公
屋上樓時間。
聶德權重申，特區政府已就抗疫實施多

項跨部門措施，如急症室已能透過醫管局
系統即時查閱入境署系統記錄，杜絕病人
隱瞞曾往來內地情況出現等。

政府宣佈免費包機接港「郵」客

聶德權：接滯鄂港人須有地方檢疫

■停泊在橫濱港的「鑽石公主號」郵輪，昨日新增67宗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 美聯社

■鄭泳舜認為特區政府應
以防疫抗疫基金支付有關
的包機費用。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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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肆虐，特區政府加強控關

政策，防止疫情蔓延，惟仍有港人留

在內地，未能返港。民建聯及工聯會

近日接獲身在內地的港人求助，隨即

向中聯辦反映情況，包括有港人滯留期間原有基礎病用藥短缺等。中聯辦有關

負責人表示，始終對因抗擊疫病而滯留內地的港人高度關注，相關的支援工作

將會持續，對象更會包括在湖北以外滯留的港人，而對工聯會提出的為其他地

方滯留港人轉送藥品，將馬上協調溝通，全力協助。

中聯辦全力支援內地港人渡難關
工聯民記反映病人用藥短缺 協助協調寄轉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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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抗疫
期間，包括口罩、漂白水等均成為全城
搶購對象。為此，建制派不斷搜羅以解
民所急。香港佛教聯合會和「普門基金
會」就和民建聯合作，向劏房戶送贈口
罩。民建聯、工聯會亦在各區向有需要
市民派發漂白水等物資。有人更發起團
購活動，以成本價向街坊出售日用品，
減輕大家特殊時期採購日用品的壓力。

寬運灑淨加持 親贈口罩予民
多得香港佛教聯合會和「普門基金

會」關顧香港劏房戶的居民，昨日向他
們送贈口罩。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在fb發
帖表示，是次活動最溫暖人心的是，佛
聯會會長寬運大和尚、執行副會長道平
大和尚、寶蓮禪寺方丈凈因大和尚等
人，親自為準備送出的口罩作了灑淨加
持，並親臨送贈口罩予基層市民。

葛珮帆「賣魚Look」派漂白水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連日來聯絡

各地供應商和老友，終於從各路有心團
體和人士處獲贈一批物資，遂於昨日一
身「賣魚Look」落手落腳在沙田為街坊
免費派發漂白水。由於街坊要自攜樽領
取，她細心地在每個樽上貼上「漂白
水」字樣的貼紙，以便妥善儲存，更逐
個叮囑街坊一定要稀釋使用。
民建聯觀塘區議員顏汶羽近日買足近

萬元、一車漂白水免費派給街坊。他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在疫情爆發後，
收到很多居民反映廁紙、米等日用品都
好難搶購得到。早幾天，有位接近九十
歲的伯伯來電求助指，「口罩搶唔到我
最多唔出街，但我連米都買唔到，咁老
都又唔夠人搶，排隊又企唔耐，我連飯
都無得食。」
顏汶羽昨日聯同牛頭角區街坊福利

會，與社會企業——益群愛心超市在區
內舉行團購活動，以成本價發售，協助
居民購買基本日用品，如廁紙、食米、
即食麵及罐頭等，減輕大家搶購日用品
的壓力。
同日，翠屏邨服務業總工會屬會香
港環保物流及清潔從業員協會理事、
義工與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一起
到翠屏邨派發口罩給在職清潔工友。
何啟明在fb發帖表示，前線清潔工是
接觸細菌最多的行業之一，但薪酬福
利較少的基層人士，需要大家的支持
與關心。該會會繼續為前線清潔工友
盡一點心意，為他們打氣，感謝清潔
工友堅守崗位。

建制派急民所急
向市民派口罩漂水

■香港佛教聯合會及「普門基金會」與民建聯合作，向劏房戶送贈口罩。

■葛珮帆一身「賣魚Look」落手落腳在沙
田為街坊免費派發漂白水。 葛珮帆fb圖片

1.香港熱線：36525833

2. 廣州中心手機：18902227024

3. 深圳中心手機：19925464452

4. 東莞中心手機：18122889091

5. 惠州中心手機：13302627008

6. 中山中心手機：18022155969

7. 福建中心手機：19942714636

工聯會熱線電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民建聯近日接獲多名因內地實施強制控疫
而被迫滯留內地的港人求助，為此，民

建聯立即將各求助個案轉交特區政府和中聯
辦，要求跟進，並於14日與中聯辦代表會晤，
反映滯留內地港人遇到的困難和要求，特別是
缺乏藥物和希望可盡快回港等。

民記微信賬號建溝通渠道
中聯辦負責人回覆指，中聯辦一直高度關注
滯留內地港人的情況，並自2月8日以來，已
經協助特區政府將5批急需藥品和醫療防護物
資運往湖北，支援88名滯留湖北的港人。相關
的支援工作將會持續，對象更會包括在湖北以
外滯留的港人。對於民建聯轉交的個案，中聯
辦會馬上與內地當局協調溝通，全力協助。
民建聯由昨日開始設立微信號 dab_hk_
1992，與滯留內地港人和他們的親屬建立溝通
渠道，直接了解情況和提供協助，包括協助他
們將藥物轉交內地親人。

探親遇疫情 有家歸不得
工聯會近日接獲近50名滯留內地港人的求

助，反映在隔離中遇到的困難並希望得到協
助。一名在香港醫院工作的病房助理員指出，
她是在春節期間回家鄉河南探親，結果遇到疫
情爆發，河南省實施隔離措施，禁止任何人自
由出入。在被隔離的20多日，她的身體狀況良
好且沒有受感染，希望能返港工作，但當地街
道辦不願開具證明文件放行，所以致電內地中
心求助。
胡先生則表示，他們一家四人春節前到武漢

探親時，遇到疫情爆發，武漢實施全面封城措
施，令他們無法離開被迫滯留，其間他太太發
燒，經醫院檢查只是普通流行性感冒毋須入
院，所以，他們急於返港。
據工聯會內地中心了解，現時有1名港人在

中山感染到疫症，已經在中山市醫院接受治
療，內地中心已經第一時間致電該港人表達關
心；也有1名港人在廈門感染到疫症，現在廈
門市醫院接受醫治。

長者港無居所 盼覆診毋須隔離
同時，在特區政府宣佈實施從內地入境人士

須強制檢疫14日的措施後，工聯會內地中心接

獲不少長者來電查詢。他們是長期病患者，並
需定期食藥控制病情，近期需要回港覆診取
藥，但香港沒有居所。一名89歲獨居的婆婆僅
剩兩天降壓藥，擔心回港覆診須隔離14天，而
她在香港沒有親人，也沒有居所，希望特區政
府能讓他們當天取藥後，便返回內地而毋須隔
離。
工聯會負責人14日專程到中聯辦反映情況，

包括有港人滯留期間原有基礎病用藥短缺等。
中聯辦有關負責人表示，始終對因抗擊疫病而
滯留內地的港人高度關注，前段時間協助特區
政府往湖北寄送藥品，對工聯會提出的為其他
地方滯留港人轉送藥品，將馬上協調溝通，全
力協助。
據介紹，自2月8日以來，中聯辦已經協調
內地有關部門和物流機構，共同協助特區政府
將5批急需藥品和醫療防護物資運往湖北，解
決滯留在武漢等城市的88名港人的燃眉之
急。只要疫情防控需要，這項工作還會繼續開
展下去，並會照顧到湖北以外的滯留港人。

工聯籲遇困難致電求助
近日來，為了積極收集滯留內地港人求助信

息，工聯會已經公佈了在港和內地中心熱線電
話。至昨日為止，收到多名廣東省內港人要求
寄轉藥品。
工聯會內地中心呼籲，在內地遇到困難的港

人，隨時致電熱線電話查詢，在疫症期間，熱
線服務時間延長至晚上10時。中心除了給予協
助外，還會將港人的意見或困難，轉介給香港
政府駐武漢辦事處，及透過中聯辦轉介到相關
省市政府作出跟進。
工聯會將繼續在特區政府，中聯辦及內地有

關方面的協助下，積極聯繫滯留湖北和其他地
區的港人，了解他們急迫所需，設法予以協助
解決，齊心抗疫，共克時艱。

■新冠肺炎肆虐，武漢實施全面封城措施，市內工人穿防護衣各處戒備。中聯
辦表示，對滯留內地港人高度關注，相關支援將會持續。 美聯社

■民建聯設立微信號 dab_hk_
1992。 微信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