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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

在香港蔓延，警隊、消防、海

關、懲教署及入境處人員等紀

律部隊成立專隊與全體港人抗

疫。其中，消防處的抗疫專隊由疫情爆發至今已經處理超過1,500宗

懷疑或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召喚個案，而警隊更已成立一支由約

180名現職後勤警務人員及退休警務人員組成的「警察抗疫專隊」協

助抗疫，其餘各支紀律部隊除了處理本身的工作外，亦會抽調人手，

聯同警方加強上門突擊檢查被強制家居檢疫人士。

止暴抗疫第一線
百警全日守駿洋

警組180人專隊抗疫
檢查在家隔離 看守檢疫中心 駐口岸執行檢疫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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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沙田火炭
駿洋邨被政府列為檢疫中心後，政府將安
排由日本返港的「鑽石公主號」郵輪乘客
入住，接受隔離14天。特首林鄭月娥昨
日與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到駿洋邨視
察，逗留約半小時後離開，其間沒有回應
提問。
過去數周，火炭駿洋邨外不時發生示威

衝突，以反對政府將駿洋邨闢作隔離中
心，警方因此加強該邨的佈防，駿洋邨外
圍被兩米高水馬重重包圍，邨內外亦不斷
有持圓盾的警員巡邏。
林鄭月娥昨午4時半與陳肇始到邨內視

察，警方在火炭區設置多個路障截查車
輛，並封鎖近邨口路段，嚴禁其他車輛進
入，而駿洋邨邨口就有至少40多名防暴
警員駐守。林鄭逗留約半小時後，於昨午
5時許在車隊護送下乘座駕離開，其間未
有會見傳媒交代隔離中心的安排。
政府其後發稿表示，林鄭月娥理解將駿
洋邨用作檢疫中心，會影響早前獲分配入
住該邨的公屋輪候家庭，但希望他們能理
解公共衛生的需要，支持政府的抗疫工
作，又說入住檢疫中心的人士都不是確診
或懷疑感染病人，檢疫中心的運作亦須符
合嚴格的規定，因此對社區影響輕微。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昨日在立法會回

應議員質詢時，亦向駿洋邨受影響的準住
戶致歉，但強調房署向他們發信時，已清
楚列明未能確保入伙時間，住戶不應該急
於取消現在居所租約，或為子女轉校。
他續說，希望大家明白在疫情嚴峻下，

政府需要有足夠的檢疫中心去安置由日本
及湖北省撤離的港人，供政府選擇的檢疫
中心選址不多，駿洋邨是當下最好的選
擇。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明白駿洋邨的準住戶很失
望，但疫情急劇轉變，政府徵用該邨作檢疫中心是形勢
所迫，向受影響住戶發放6,000元補貼亦是一份心意。

排污通風設計均合標準
此外，房署指出駿洋邨的排污及排水系統設計以及通

風，均符合《建築物條例》標準。房署職員一直有監察
承建商的表現以確保質素，收樓時亦已通過一系列測
試，包括喉管試水及試氣測試，確保沒有滲漏，可避免
如青衣長康邨康美樓的喉管播毒風險。

全城抗疫，香港紀律部隊義工服務
隊成員也動員起來，日前將火炭

駿洋邨改裝成檢疫中心。
該隊主席麥錦輝透露，當日成員要
到受黑衣魔破壞的粉嶺暉明邨搬走架
設好的設施和物資，再運到駿洋邨，
協助特區政府設立臨時檢疫中心。

增檢疫中心符社會利益
麥錦輝憶述，暉明邨兩座大廈的升
降機均遭嚴重破壞，義工要爬7層樓
梯，把樓上的設施和物資搬到地下。
幸好，義工們同心同德，一呼百應，
差不多100人在4個小時內完成這次搬
運行動，讓他十分難忘。他批評，一

些人的破壞行為無助疫情防控。
麥錦輝表示，目前的檢疫中心數量
非常有限，使用率已接近飽和。增設
檢疫中心有助防疫工作，符合社會整
體利益。
希望檢疫中心附近的居民明白，如

沒有足夠的檢疫中心，須接受隔離檢
疫的人士分散在各區，可能會四處走
動，造成更大的病毒傳播風險，「大
家是不是想看到這個情況發生？」他
希望附近居民「走多一步」，讓駿洋
邨檢疫中心順利運作。
同時，特區政府自本月8日起向所有

由內地抵港人士發出檢疫令後，需要
大量人手執法，各紀律部隊義不容辭

成立專隊協助。
其中，警方的工作除了要派員駐守各
個口岸，協助執行檢疫令，亦會協助相
關政府部門突擊檢查在家受檢疫人士，
當發現有人違反檢疫令擅離住所，或拒
絕聽從相關政府部門人員指示威脅社區
健康時，必須果斷介入執法。
警方並已經成立一支由警察學院院

長帶領的「警察抗疫專隊」，成員包
括現役的後勤警務人員及退休警務人
員，人數有約180人，他們的工作包括
駐守口岸協助執行檢疫令；看守檢疫
中心；聯絡正接受強制檢疫人士；協
助其他部門於檢疫中心進行前期準備
工作等。

警隊發言人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查
詢時表示，部門已經制定一套應付傳
染病的工作指引，涵蓋一系列單位及
個人防護措施，會確保有足夠的個人
保護物品供人員使用，以配合衛生署
衛生防護中心作出的指引及建議。

消防處理逾千五宗個案
消防處更一直站在抗疫工作的最前

線，消防處指部門至今已經處理超過
1,500宗懷疑或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召喚個案，處方人員並有聯同海關、
懲教署及入境處人員協助警方，加強
上門突擊檢查受強制檢疫人士有否遵
守規定留在住所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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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隊投入人力
與香港各界共同「戰疫」，一方面要協助衛生署
執行檢疫令，並駐守各隔離營，另一方面在各區
要制止泛暴派發起的反對政府設立指定抗疫診所
的示威及破壞活動，其中即將成為最大型隔離營
的火炭駿洋邨，警方派出100名警力24小時設
防，對外防止黑暴分子襲擾隔離營製造混亂及恐
慌，對內則監察受隔離人士遵守檢疫令。
據了解，警方為防止泛暴派及黑衣魔借機潛

入駿洋邨搞破壞及滋擾被隔離的市民，抽調接
近百名警員派駐火炭駿洋邨隔離中心，24小時
全天候當值，並在黃竹洋街及桂地街設置檢查
站及路障，在駿洋邨停車場出入口設立兩個警
崗，附近道路、商場全部用水馬圍起，當值警
員會不定時巡邏，防止可疑人接近，可疑車輛
也要接受檢查。
另一方面，警方也要協助監察在邨內接受隔離

的市民不能擅自離開，同時處理邨內的緊急事
件，若情況需要，會由沙田警區抽調人手增援。
現時警方除負責把守管理美孚翠雅山莊、西貢

麥理浩夫人度假營、鯉魚門度假營及駿洋邨檢疫
中心外，亦要負責護送受隔離人士和登門抽檢居
家隔離人士。

新冠肺炎疫情爆
發後，內地和港澳
同心抗疫情，為支
持內地及香港抗疫
人士，特別是前線

醫護人員和警務人員，香港警察
學院最近製作兩輯名為「攜手同
心，共同抗疫」的短片，分別為
武漢、為香港、為中國加油。但
一群唯恐天下不亂的別有用心之
人，揀普通話版本短片大做文
章，煽動仇警仇內地搞分化，動
機卑鄙，其心可誅。
據悉，「攜手同心，共同抗
疫」的兩輯短片，分別有普通話
版本和廣東話版本，均由警察學
院院長張靜帶領一眾教官及學員
「粉墨登場」，目的是為內地及
香港所有抗疫人士，特別為前線
醫護人員和警務人員加油打氣。
在「香港警察」微博上載的普

通話版本短片，可見一眾學員及
警官列隊在警察學院院長張靜帶
領下，用普通話齊聲喊道：「我
們在香港攜手同心，共抗疫情！

香港警察學院祝願前線的醫護人
員和警務人員，加油！武漢加
油！中國加油！」
至於在「香港警察」facebook上

載的廣東話版本，同樣由警察學
院院長張靜帶領一眾警官及學員
齊聲喊道：「我哋攜手同心，共
抗疫情！香港警察學院祝願前線
醫護人員及所有共同參與人士，
抗疫成功！香港醫護人員加油！
香港加油！」
在普通話版本曝光後，獲得內

地網民的一致點讚，惟有本港黃

媒和仇警網民，聲言「香港警察
忘本」，「港警公安是一家」、
「送港警去武漢抗疫」云云。
香港警察公共關係科發言人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時指，兩
種語言的短片均由香港警察學院製
作，普通話版本是應北京公安大學
學生會邀請拍攝，旨在鼓勵一直在
武漢參與抗疫工作、謹守崗位的醫
護人員和警務人員，而廣東話版本
則是支持本港前線醫護人員及所有
共同參與抗疫的人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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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拍片挺醫護 仇警黃媒搞分化

■■警方抗疫專隊向進入駿洋警方抗疫專隊向進入駿洋
邨檢疫中心的車輛進行檢邨檢疫中心的車輛進行檢
查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警察學院最近製作短片為醫護人員打氣香港警察學院最近製作短片為醫護人員打氣。。 影片截圖影片截圖

■林鄭月娥與陳肇始到駿洋邨檢疫中心視察。

特區政府派出 3 架包機，赴日接載滯留
「鑽石公主號」郵輪的300多位港人返港，
首班包機今晨抵港。港人回家，多少家庭
流下熱淚，特區政府各部門通力合作，中
央政府包括外交部、駐港公署等全力協
助，達成了這一「接港人回家」的溫暖行
動。目前仍有 2500 多名港人滯留湖北，
「接港人回家」行動才剛展開，特區政府
在動用政府資源之外，要注重發揮社會各
界、尤其是民間組織的力量，共同參與救
援，相信會令行動更加事半功倍。

此次包機赴日接載滯留港人回家行動，
得到國家外交部、外交部駐港公署、駐日
使領館和在日僑領等的大力支持和協助，
特區政府派出保安局副局長區志光、入境
處處長曾國衛率領兩批各 30 多人隊伍及 3
架包機，前往日本展開「接港人回家」行
動，政府各部門通力合作，周密安排，行
動值得肯定。

完成接載滯留日本港人返港之後，特區
政府的新挑戰是如何接滯留湖北的港人返
港，或者給留在當地的港人提供最適切的
支援。政務司長張建宗昨在立法會回應議
員質詢時透露，截至 2 月 18 日，當局收到
超過1300宗滯溜湖北港人的求助個案，他
們分佈超過30個城市約2500多人，大部分
是春節返鄉探親，截至 2 月 16 日，當中有
10人確診新冠肺炎。

目前特區政府正全力做好兩件事：一是
為滯留湖北港人提供藥物等支援；二是將
滯留湖北港人接回香港。接滯留湖北的港
人返港，目前挑戰眾多，相關工作包括如
何將分散在湖北30多個城市的港人，在湖
北封城、車輛限行情況下送到集合點，回

港前如何檢疫，而本港又要準備足夠檢疫
設施作14天隔離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近
日表示，特區政府支援外地港人責無旁
貸，正盡最大努力制定接回湖北港人的方
案。政府計劃分批安排滯留湖北港人返
港，尋找檢疫中心的工作也有進展，如迪
士尼同意探討竹蒿灣土地作檢疫用途等。

應該說，特區政府在為滯留湖北港人提
供支援上，目前工作越做越好，原因之
一，就是特區政府獲得了內地政府、在鄂
港人組織的大力支持配合。武漢封城時，
特區政府駐武漢經貿辦事處主任馮浩賢退
掉機票不返港，全力協助在鄂港人。湖北
省政府港澳辦在中央統一部署下，設立了
在湖北港澳人員求助熱線電話，安排工作
人員24小時輪班。在港澳辦協調和湖北各
市州支持下，確診患者全部安排入住了武
漢和恩施的醫院治療，120名滯留港人獲得
了本港醫院送藥，在武漢開設亞洲心臟病
醫院的港人謝俊明也為兩名確診港人提供
病床。

民間組織在重大災難救助上可發揮積極
作用，四川汶川大地震時，民間組織參與
捐款和救助活動熱情高漲、行動給力，官
民齊心協力很好完成了抗震救災工作。目
前香港的各類湖北社團、湖北高校校友會
等民間組織眾多，在湖北投資的港商眾
多，這些社會力量，皆是政府可依賴的重
要救助力量。特區政府一方面要更積極主
動尋求中央和當地政府支持，另一方面也
應更多與本港政黨、尤其是在港的湖北社
團組織主動溝通、尋求支持，匯聚各方力
量，把「接港人回家」行動做得更溫暖、
更快更好。

用好各方力量「接港人回家」
新冠肺炎在亞洲部分國家有蔓延跡象，日本

累積確診個案超過700宗，韓國昨日單日增加
20宗病例，情況值得關注。本港從2月8日起
實施強制檢疫 14 日的措施，但只針對過去 14
日內曾到訪內地的人士。隨着病毒傳播，其他
國家病例增多，風險增大，特區政府有必要加
強關口尤其是口岸的檢疫措施，密切關注、判
斷疫情最新發展，做好應對預案，必要情況下
及時調整強制檢疫措施的實施範圍，堵塞防疫
漏洞。

截至昨日傍晚6點，日本境內已確診701例
新冠肺炎感染，過去數日都單日新增近百宗確
診病例，成為中國以外全球最多病例的國家。
臨近的韓國昨日單日增加20宗病例，累積病例
大幅升至51宗，更出現疑似「超級傳播者」，
單人傳染15人染病。反映日韓等與本港人員來
往熱絡的周邊國家，防疫形勢趨於嚴峻，必須
提高警覺。

本港連日來均有零星確診個案，部分病例並
沒有踏足內地，顯示本港的防疫風險不單單來
自內地。事實上，本港自2月8日對過去14日
曾到訪內地的人士實施強制檢疫後，來自內地
的旅客已大幅減少。以前日的出入境數字為
例，全日只有579名來自內地的旅客，相反來
自其他地方的旅客則有2,451 人。但以現時的
防疫措施，只要過去14天內沒有踏足內地，抵
港後並不需要檢疫，隨着疫情在日韓等國家的
發展，相關措施未必能堵塞病毒傳播。特區政
府當務之急就是要加強仍開放的三個口岸，尤
其是機場口岸的防疫措施，包括加強體溫檢測
和病徵篩查，研究是否要求更多國家的旅客作
詳盡的健康申報，也要對入境旅客搜集更多資
料，以便隨時跟進其健康狀況。

新冠肺炎源自內地武漢，很多人有一個定勢

思維，覺得內地才是病毒的高風險地區。但其
實現時全球人口流動極廣泛，任何新病毒都是
對全球衛生防疫系統的一個挑戰，病毒有機會
在其他國家大爆發。尤其是日韓等周邊國家現
時仍然處於病例快速上升期，防疫措施亦不如
內地嚴格，發生社區爆發的風險不容忽視。想
當然地覺得本港的新冠病毒威脅只是來自內
地，是不科學和以偏概全的。以日本和內地比
較，日本過去兩日分別新增97及85宗確診病
例，而內地湖北省外的 30 個省市自治區，18
日新增確診病例已下跌至58宗，廣東全省更只
有3宗新增確診病例，反映病毒在不同地區的
傳播風險此消彼長。

回溯本港的防疫措施，特區政府1月26日宣
佈限制湖北省居民以及任何過去14日到過湖北
省的人士進入香港，以減低感染者進入香港的
機會，當時湖北全省累積確診病例1423宗。觀
乎現時日本累積確診病例已逾700宗，達當日
對湖北設限時的一半，顯示風險不容忽視。特
區政府有必要做好預案，研究下一步是否要加
強對來自日本的旅客的檢疫措施，必要時甚至
要實施強制檢疫14日，以策安全。

病毒有機會跨境流動，任何的檢疫措施都
不可能一成不變。特區政府必須設定機制，
定期檢討病毒在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傳播
風險，從而動態地對各地或者到過特定地區
的遊客採取不同的檢疫和限制措施。更要設
定調整機制，例如累積確診個案或新增確診
個案達到某一水平就應該強制檢疫，新增確
診個案連續低於某一水平就可以撤銷強制檢
疫等等，適時調整才能確保有效防疫。不能
一本通書讀到老，以為單單對來自內地的旅
客強制檢疫就萬事大吉，而忽視了其他國家
或地區的風險。

日韓確診急增須警覺 適時強制檢疫堵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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