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身在「鑽
石公主號」的滯日港人一日未能回港，一日
仍須支援。身在日本協助滯留港客的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鄭泳舜，昨日中午到訪位於東京
的自衛隊中央醫院，與顧問醫生會晤，了解
香港確診者的治療進度，並反映確診者及其
家屬意見。他引述主理醫生指，兩名入住該
院的港人病情逐漸好轉，但須留院觀察兩三
個星期。
鄭泳舜昨日還與入住該院的港人對話，獲
悉該醫院至少接收了兩名已確診的「鑽石公
主號」港人，而主理醫生指兩名港人的病情
逐漸好轉，但須留院觀察兩至三個星期，才
有望離開。鄭泳舜攜帶了一批物資，包括上
網卡、日用品、乾糧等，希望院方轉交，解
決他們的燃眉之急。

患者焦慮無助 盼港府續增援
過去兩天，鄭泳舜還與確診者及其家屬透

過電話溝通，了解各醫院治療最新情況。由
於部分個案屬長期病患者，面臨藥物不足與
翻譯問題，感到十分焦慮和不安。有確診者
家屬則反映，家人被日本當區送到千葉縣醫

院，但由於沒有上網卡，故與該名家人失
聯了兩日。
他續說，有確診者向他反映，入院以來
從沒有接受治療，甚至連醫生也沒有應
診，只是接受了照肺及驗血等檢查，對自
己病情及治療方案與進度等完全不了解，
正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提出可否先行返
港，再接受治療。同行而沒有感染的家屬
則希望可留在當地照顧確診家人，但就關
心包機的安排，及回港後須隔離等事宜。
鄭泳舜指出，入境處已加派人員抵日，
他促請特區政府加強支援未能隨同包機返
港的港人，期望專責小組做好各項安排，
包括與確診港人及其家屬緊密溝通，提供
翻譯支援，及時向日本醫院或衛生部門了
解相關的治療進度，協助滯留日本的港人解
決各類物資短缺的困難。
他並希望保安局和食物及衛生局做好協調

工作，當有關港人康復後，作出妥善安排，
協助他們盡快回港。
鄭泳舜昨日並再與身在日本的保安局副局

長區志光會晤，表達滯留日本的港人患者及
其家屬的憂慮，並逐一向副局長闡述求助個

案的資料及要求，促請局方成立專責小組繼
續留日，以便加強支援在日留醫的港人，為
他們提供物資、信息溝通、翻譯等。
區志光回應表示，會派駐人手繼續支援及

接應留日的港人，同時亦建議已進行病毒測
試、確定沒有受感染的郵輪港人，乘坐特區
政府安排的包機一同返港，好讓局方及入境
處人員照料及處理回港後的安排。

■鄭泳舜在日本了解港人接受治療情況。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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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派員
赴日本支援
滯留「鑽石
公主號」的
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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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公
主號」乘客
今 起 可 下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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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杜思文）香港
特區政府至今接獲約千宗滯留湖北的港人求助個
案，涉及逾2,000人。工聯會昨日聯同一班滯留
湖北港人的家屬，要求特區政府盡力協助滯留
者，及因隔離安排而未能返港覆診和配藥的長居
內地港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特區政
府正盡最大努力制定接回湖北港人的方案，但由
於湖北疫情嚴峻，交通不便，在制定方案時必須
顧及醫療配套和交通運輸。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聶德權補充，政府將聯合各部門合力為他們提
供支援。
一班滯留湖北港人的家屬昨日在工聯會立法會
議員陸頌雄、麥美娟及工聯會內地諮詢服務中心
代表等陪同下約見聶德權，要求特區政府盡力協
助滯留湖北港人，以及其他居住在內地的港人。
陸頌雄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解釋，有不少
長居內地而需要定時回港覆診及配藥的港人，在
14天隔離令下難以回港覆診，故工聯會提出3項

建議，包括可讓他們豁免隔離，但入境後只能到
醫院覆診，然後須即日離境；由特區政府全數資
助他們到深圳香港醫院求診；或特區政府先將他
們的所需藥物送往指定地點，非緊急的覆診則延
至疫情過後。陸頌雄引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回覆
指，送藥的做法較可取，會進一步研究。
工聯會要求特區政府讓在鄂港人依緩急需要分

批有序回港，並盡快將緊急藥物送到長期病患者
手上，並應保障當地港人的日常和防疫用品需
要。
民建聯數日前設立微信號支援滯留內地的港人

後，連日接獲近百個求助個案，並正積極進行分
類處理。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與聶德權通電
話，其中17宗個案要求在廣東省轉交藥物等物
資，而其餘個案他們將會陸續跟進，「我們會繼
續努力支援這批滯留在內地的朋友，期望在疫症
期間，全方位支援港人，一起共渡難關。」
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強調，特區

政府支援外地港人責無旁貸，入境處協助在外香
港居民小組的人員已一直盡心盡力幫助在內地和
海外的居民，內地亦不存在拒絕或不配合。據她
所知，第一輪港人所需藥物已送到湖北。

特首：接收滯鄂者無資源顧慮
她直言，滯留湖北的港人數目較多，亦明白部

分港人心急如焚，希望可以早日回港，但考慮到
湖北省現時的疫情仍然嚴峻，武漢市內及湖北各
市間的交通停頓，接回港人的具體方案必須要考
慮醫療配套和交通運輸，特區政府正盡最大的努
力制定有關方案，希望能夠早日落實，但用高鐵
接載湖北高港人返港的方案較為困難，因為香港
的西九龍站已經全面停頓，鐵路亦需要另一套衛
生裝備。
聶德權晚上在fb發帖指，特區政府目前要做好

兩件事，一是盡力克服困難，將滯留在湖北的港
人接回香港；二是為滯留湖北的港人，以及在其
他地方（主要是廣東省）因入境檢疫限制而未能
回港的港人，提供最急切的藥物支援。
湖北方面，第六批藥物已經出發運往武漢，駐

武漢辦同事收到之後，就會立即以快遞或透過當
地政府，逐家逐戶派送到求助人的所在地。這六
輪派遞可為共120名港人提供藥物補給。
除了湖北，特區政府亦了解到有不少長者在廣

東省定居，平常間中會回港覆診取藥，或靠在香
港居住和工作的親人照顧，這些往來因強制檢疫
措施而中斷，政府將聯合各部門合力為他們提供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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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日「郵客」今可落船
陰性始獲放行人數難料 或需兩機分批接返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一罩難求」下，市民不顧
一切撲口罩，而口罩騙案則有增
無減。日前位於油塘的一間公司
接受逾百名市民落訂金預購口罩
後，突聲稱因曾接待湖北來港的
咳嗽男子，職員出現染病症狀，
需即時暫停14天營運，貨物遲遲
未到手，大批市民懷疑受騙，前
日一度聚集該公司鼓譟。警方當
晚更證實，早在上周三（12日）
接獲市民報案，指在該公司訂購
口罩後未能收貨，涉款約50萬
元，翌日已拘捕一名公司負責
人，不排除稍後會有更多人被
捕。
涉案公司位於油塘四山街2號

油塘工業大廈3座。據悉，早前
該公司公開接受市民預訂口罩等
抗疫物品，惟至上周二（11
日），該公司突在Instagram公示
稱，本月9日下午5時半接待一
名由湖北省來港持續咳嗽及無戴
口罩的男子；其後，有人稱翌日
有公司名職員出現部分染病症
狀，該公司需即時停運14天作消
毒清潔，全體員工亦需隔離，首

批口罩取貨日期亦要順延至2月
24日，並可接受原訂2月17日至
21日取貨的顧客，在指定日期取
貨或退款，但其Instagram在2月
13日後已沒再更新，有顧客懷疑
受騙。

逾百人疑受騙登門追討
前日（17日）下午，有逾百名
自稱在上址公司預定口罩等抗疫
物品後，懷疑受騙的市民聚集在
該公司門外。一名女子更報案指
早前已預繳約 8,700 元購買口
罩，但一直未能取貨，懷疑被
騙。警員到場調查，列作「詐
騙」案交由商業罪案調查科跟
進。
當晚警方證實早在上周三（12

日）已接獲市民報案指懷疑受
騙，涉及總金額共約50萬元。商
業罪案調查科人員隨後經調查，
翌日以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
產」罪名拘捕一名姓黃（20歲）
男子，他現已獲准保釋候查，本
月下旬再向警方報到。
警方呼籲案件的受害人致電

2860 5012與警方聯絡。

滯鄂港人等藥到 工聯獻策助運送 藉詞被隔離拒發貨
賣罩男涉呃50萬元

■工聯會協助
滯留湖北港人
家屬約見聶德
權，要求政府
盡力協助滯留
者。

在「鑽石公主

號」上的逾350名

港人中，截至昨晚

已經約 50 人確診

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安排，新冠肺炎檢

測結果為陰性的乘客今日開始可以下船，預計要花兩三天，但

曾與確診感染武漢肺炎者密切接觸者將繼續隔離14天。香港

特區政府入境處處長曾國衞昨晚到郵輪停泊的橫濱碼頭視察，

並向日方人員了解港人落船後的上車及座位等安排後透露，由

於日方要求乘客完成隔離後，測試結果呈陰性者才可下船，以

致未能預計可於今日離開的人數，或需分批處理，如有需要不

排除會再安排多一班包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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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外交部駐港特派員
公署副特派員宋如安率領的公署工作組在當地時間
昨晚7時多抵達日本東京，並立即就接香港同胞回
家一事工作。公署在其facebook上交代有關工作，
並寫到︰「又將是一個不眠不休之夜。加油！」
為協助接回滯留在「鑽石公主號」郵輪上的香港

居民返港，宋如安昨日下午2點半，率領公署工作
組前往日本，與中國駐日本使館和特區政府工作小
組一起開展工作。
一行三人抵達當地後，即從機場直接前往中國駐

日本使館拜會孔鉉佑大使。孔大使介紹了近日為保
障「鑽石公主號」郵輪上受困香港同胞合法權益所
做工作，並就下一步推動日方加快相關工作進度、
努力促成香港同胞早日平安回家與宋副特派員深入
交換意見。

公署工作組赴日
助接港同胞回家

鄭泳舜：有確診港人須留日三周

日本厚生勞動省昨日在「鑽石公
主號」新確診88個武漢肺炎

病例，其中有65人並沒有症狀。傳
媒引述日本厚生勞動大臣加藤勝信
表示，對郵輪上所有乘客的檢測樣
本採集已經完畢，檢測呈陰性的乘
客今日會獲准下船，並預計所有乘
客可於本周五離船。
不過，日本政府表示，與感染者
同一房間的乘客即便檢測呈陰性也
需要觀察健康狀態，因此可能會延
遲下船，而曾與確診感染武漢肺炎
者密切接觸者，將繼續隔離14天，
從最後一次接觸日期起算。

暫約50港人確診
據特區政府公佈，截至昨日為

止，「鑽石公主號」上有352名香
港居民，包括260名特區護照持有
人，另外92名持外國護照的香港居
民，其中約50名港人確診感染新型
冠狀病毒。
昨日，特區政府第二批參與接回
「鑽石公主號」上的港人返港行動
的36名人員，帶同所需的防護裝備
赴日本東京，會合前日抵達當地、
由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副局長區志
光，和入境處處長曾國衞所帶領的
30人先遣隊，為今日以包機免費接
載受影響港人返港的行動作好準
備。
區志光、曾國衞等昨日繼續與日本
當局商討包機接載船上港人回港的具
體安排，並於晚上到郵輪停泊地視
察。他們在碼頭對開的停車處逗留約
半小時，其間向日方人員了解港人下
船後的上車及座位安排等。
曾國衞在會見傳媒時表示，未能
預計可於今日離開的人數，預計需
要分批處理。同時，最少有數十名
港人確診，其密切接觸者或有病徵
者需繼續留在當地。他仍希望能於

今晚帶走所有郵輪上的港人，但如
有需要不排除會再安排多一班包
機。

港府促日方優先處理
他並引述日方表示，已將乘客的
病毒測試樣本送往全國的檢驗單位
盡快完成測試，但有其他國家及地
區同時間作撤離行動，令安排上有
困難，已透過駐日大使反映盡量優
先處理港人檢測工作的要求。
區志光表示，昨日下午與船公司
代表會面時，原定派員出席的厚生
勞動省最終並無代表出席，因此無
法取得乘客名單及身體狀況的第一
手資料，令往後工作比預期慢。但
他補充，昨日與駐日使館公使會面
後，獲對方表示會全力配合香港特
區政府工作及提供協助。
至於港人下船後的具體安排方

面，據悉他們會隨即登上旅遊巴，
並按郵輪上的房間編號來編配座
位，盡量把來自同一家庭的成員或
鄰近房間乘客編配在相近位置，避
免令船上原本不同樓層的乘客有近
距離接觸。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前日

致函船上港人，強調特區政府一直
十分關心他們，並盡力提供一切協
助。她於信中詳細講述包機接載他
們回港事宜，並解釋基於保障健康
和符合防控疫情需要的理由，他們
須於回港後接受14天強制檢疫，望
能獲得理解。

5濠客同獲港包機接送
另外，澳門特區政府表示，在郵
輪上的5名澳門居民同意委託港府
協助安排接載，其中3人會由香港
特區政府專車送返澳門，並到澳門
皇庭海景酒店接受14天醫學觀察及
隔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