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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4宗個案：
41歲男子

2月29日CX250航班組群

第130宗個案：
31歲女子

第131宗個案：
37歲男子
( 第130宗個

案的丈夫 )

第133宗個案：
16個月大嬰兒
( 第130宗與131

宗個案的兒子 )

在泰國確診：
43歲男子

資料來源：衛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第138宗個案：
66歲男子
( 第130宗個

案的父親)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A1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郝原 ■版面設計：美術部

世界衛生組織日前宣佈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疫情已經進入「全球大流行」的狀

態，香港特區政府昨晚因應疫情引致的

健康風險，決定對歐洲神根地區26個

國家發出紅色外遊警示，並在原有針對埃及的紅色外遊警示中加入爆發新

冠肺炎個案及相關公共衛生風險的提示，同時擴大海外抵港人士的檢疫措

施，曾到上述26個歐洲地區的入境者，要接受14日的家居檢疫，香港48

個旅行團約千一人受影響。

歐 國疫情嚴峻26
港府發旅遊紅警
凡曾到神根地區 入境須家居隔離14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香港昨日新
增6宗確診個案。確診個案包括一名
上月29日搭乘國泰CX250航班從英
國倫敦返港的16個月大男嬰，是本港
首名嬰兒確診新冠肺炎，亦是本港至
今年紀最小的患者，其同行父母早前
已確診，其未有外遊記錄的66歲外祖
父，昨晚亦確診。連同之前兩名確診
者，涉及有關航班已有6人染疫。另4
宗新確診個案的患者同樣由外地返
港。

最細16月嬰 屬倫敦群組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昨在記者會上表示，在新增的確診個案
中，第一百三十三宗患者為16個月大
男嬰。他與父母上月29日從倫敦乘坐
CX250航班返港，返港後主要留在家
中，前日因父母確診，本被送到檢疫中
心接受隔離，但有流鼻水病徵，遂轉送
瑪嘉烈醫院留醫，並於昨日確診。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
劉家獻表示，該男嬰情況穩定，局方
昨日已就兒童感染新冠肺炎發出治療
指引，12歲以下兒童不會使用抗病毒
藥物，但會密切留意病況，情況嚴重
才會使用抗病毒藥物治療。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

勇接受傳媒訪問指出，內地經驗顯示兒
童若免疫系統已成長，超過1歲兼沒有
長期病患，病情均非常輕微，「很多都
是什麼也不用理會，流鼻水、少許咳
嗽，接就沒事了。」目前，未清楚新
冠病毒會否感染大量兒童，而兒童病徵
輕微，會再傳播給成人和長者。
衛生防護中心昨晚再公佈，男嬰的

外祖父亦確診，為第一百三十八宗個
案。患者居於葵涌青山公路iPlace，最
近沒有外遊，也沒有出現病徵，其深喉
唾液樣本證實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
已被安排入住瑪嘉烈醫院接受治療。現
時情況穩定。其妻子即男嬰的外祖母沒
有出現病徵，已安排接受檢疫。

新增6確診全涉歐美遊最新檢疫安排
檢疫中心檢疫

對象 生效時間

抵港前14日曾到韓國大邱及慶尚北道 已生效，17日零時零分
起亦適用於非香港居民

抵港前14日曾到伊朗 已生效

抵港前14日曾到意大利艾米利亞—羅馬涅、倫巴第及威尼托地區 已生效

家居強制檢疫

對象 生效時間

抵港前14日曾到意大利艾米利亞—羅馬涅、倫巴第及威尼托以外地區 今日零時零分起

抵港前14日曾到法國布爾岡—法蘭琪—康堤及大東部地區 今日零時零分起

抵港前14日曾到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 今日零時零分起

抵港前14日曾到日本北海道 今日零時零分起

抵港前14日曾到西班牙拉里奥哈、馬德里及巴斯克地區 今日零時零分起

抵港前14日曾到大邱及慶尚北道以外韓國地區 17日零時零分起

抵港前14日曾到歐洲神根地區 17日零時零分起

資料來源：衛生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歐洲神根地區包括奧地利、比利時、捷
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

德國、希臘、匈牙利、冰島、意大利、拉脫
維亞、列支敦士登公國、立陶宛、盧森堡、
馬耳他、荷蘭、挪威、波蘭、葡萄牙、斯洛
伐克共和國、斯洛文尼亞共和國、西班牙、
瑞典及瑞士，特區政府昨基於公共衛生考
慮，宣佈向有關國家發出紅色外遊警示。

下周二零時零分實施
衛生署在政府決定對更多國家發出紅色
外遊警示後隨即宣佈，將擴大從海外抵港人
士衛生檢疫安排，除早前已經公佈要接受檢
疫的意大利全國及法國、德國和西班牙指定
地區人士外，抵港前14日曾到其他歐洲神
根地區的市民及旅客，下星期二（17日）
零時零分起亦與要接受家居檢疫。
從韓國大邱及慶尚北道以外返港人士，
目前只須接受為期14日的醫學監察，但同
日起衛生署會提升對他們的監察，納入要進
行家居檢疫的對象，但特區政府同時放寬現
時對過去14日到過韓國的非本港居民入境
限制，將針對曾到韓國者的檢疫安排，當日
起會同時適用於本港及非本港居民。
據了解，香港特區政府之前拒絕所有非
香港居民由韓國入境，惟未有拒絕伊朗及
意大利等部分疫區入境者來港，故今次在
政策上作微調，容許所有人由外國來港，
但因應地區實施檢疫措施。
衛生署原定今日起進一步要求抵港前14
日到過意大利艾米利亞—羅馬涅、倫巴
第及威尼托以外地區、法國布爾岡－法蘭
琪－康堤及大東部地區、德國北萊茵－威
斯特法倫州、日本北海道及西班牙拉里奥

哈、馬德里及巴斯克地區的人士入住檢疫
中心進行檢疫。
不過，有關計劃因為最新的疫情發展而

有所調整，衛生署僅要求從相關地區抵港
人士接受家居強制檢疫，只有現時已經要
入住檢疫中心隔離檢疫的到過韓國大邱及
慶尚北道、伊朗及意大利艾米利亞—羅
馬涅、倫巴第及威尼托地區人士要在檢疫
中心進行檢疫。
衛生署發言人解釋，衛生防護中心會因

應疫情的發展，並考慮全球各地的風險，
不時檢討相關衛生檢疫措施的可行性，適
時作出調節。由於香港目前的檢疫設施有
限，政府認為現有的檢疫中心必須預留予
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進
行檢疫之用，故決定調整對海外抵港人士
的衛生檢疫措施。

留學生欲返港應盡快啟程
衛生署發言人表示，留意到英國及美國

近日錄得的個案正在上升，指香港有錄得
從英國、美國、印度及埃及的輸入個案，
提醒現時在外地的市民，特別是在歐美留
學的學生，指他們若計劃在即將展開假期
返港應盡快啟程，並建議他們返港後應佩
戴外科口罩並盡量留在家中14天。
發言人強調，現時全球各地疫情正在迅

速蔓延，再次建議市民應考慮避免所有非
必要的外遊計劃。
另外，特區政府在2014年因應安全考慮

向埃及發出的紅色外遊警示亦有所更新，
最新警示加入當地的新冠肺炎個案數字持
續及迅速上升的警告，提醒公眾相關公共
衛生風險。

最新個案行蹤
第133宗：16個月大男嬰，為130宗及131宗
個案的兒子
●2月29日乘搭CX250航班由倫敦抵港，回
港後主要在家

●3月12日有流鼻水，送入瑪嘉烈醫院治療
●3月13日確診

第134宗：67歲男商人，居於大埔林村梧桐寨
●在英國曾與一名意大利人相處，對方無病徵
亦未確診

●3月8日乘坐CX250航班頭等艙從倫敦返港
●3月9日在北角英皇道625號辦公室上班，
曾與8名同事見面

●3月10日發燒和咳嗽，到律敦治醫院求醫
●3月12日取深喉唾液樣本化驗
●3月13日確診

第135宗：30歲女子，獨居於上環順景雅庭
●2月10至2月26日在希臘
●2月26日至2月27日在倫敦
●2月27日至3月5日在巴黎
●3月5日乘坐TK1828及TK70航班商務艙，
從巴黎經伊斯坦堡返港

●3月8日與朋友到清水灣行山，晚上發燒，
到律敦治醫院求醫

●3月12日取深喉唾液樣本化驗
●3月13日確診

第136宗：61歲男子，居於赤柱大街
●2月27日至3月10日到美國科羅拉多州探
親，居於親戚家中

●3月7日有咳嗽和喉嚨痛，親人有不適
●3月10日乘坐NH811航班經東京回港，再
乘搭機鐵及260號巴士回家。當晚向赤柱大
街一名私家醫生求醫，醫生採樣本送往私家
化驗所化驗

●3月13日私家醫生向衛生署通報，病人被安
排入院，衛生署再採樣本檢驗並確診

第137宗：54歲女子，獨居於大坑春暉道大
坑台
●2月13日至3月8日到訪法國及摩洛哥
●3月6日開始咳嗽
●3月8日由摩洛哥乘坐HV5760經濟艙到荷
蘭阿姆斯特丹，再由阿姆斯特丹乘坐
KL887優質經濟艙，於3月9日抵港

●3月12日到西營盤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求診
●3月13日深喉唾液樣本證實對病毒呈陽性反
應，入住東區醫院接受治療

第138宗：66歲男子，第130宗個案病人的
父親，第133宗個案男嬰的外祖父
●最近沒有外遊，也沒有出現病徵
●3月13日深喉唾液樣本證實對病毒呈陽性反
應，入住瑪嘉烈醫院接受治療

資料來源：衛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特朗普料宣佈美進入緊急狀態
詳刊A3版

▶▶ 同屬神根同屬神根
地區的西班地區的西班
牙巴塞隆拿牙巴塞隆拿
市戴口罩民市戴口罩民
眾增多眾增多。。

路透社路透社

◀◀ 港府對包港府對包
括法國在內括法國在內
的神根地區的神根地區
2626國發出紅國發出紅
色 外 遊 警色 外 遊 警
示示。。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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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5557 今日出紙3疊8張半 港售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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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有霧 幾陣驟雨
氣溫19-23℃ 濕度65-100%

庚子年二月廿一 廿七春分

■港府近日向歐洲多個國家和地區發出紅色外遊警示，本港多家旅行社取消發團
外遊行程。圖為在香港國際機場外國遊客準備離港。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