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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場宗教場所所
北角北角「「福慧精舍福慧精舍」」佛堂佛堂

22月月1919日至日至33月月88日日期間期間
確診確診1919宗個案宗個案，，
當中包括第二當中包括第二代代

感染感染

本
港
疑
曾
出
現
社
區
感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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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食食肆肆
油塘油塘「「大本型大本型」」商場商場「「一粥麵一粥麵」」

一餐廳職員及曾光顧該食一餐廳職員及曾光顧該食
肆的警員均在肆的警員均在22月月

2020日日確診確診

交通工交通工具具
的士的士

22月月2020日日、、33月月2020日日也有的士司也有的士司
機機確診確診，，前者曾到前者曾到落馬洲落馬洲、、

深圳灣及港珠澳深圳灣及港珠澳大大橋接橋接
客客，，後者每天到後者每天到

機場接客機場接客

社交場社交場合合
婚宴婚宴

33月月1414日日在愉景灣酒店舉行的一在愉景灣酒店舉行的一
場婚宴場婚宴，，有出席者有出席者1818日確診日確診

後後，，昨日再有人確診昨日再有人確診，，
最少有最少有33人感染人感染

健身中健身中心心
Pure FitnessPure Fitness

前日起連續兩日有確診個案前日起連續兩日有確診個案，，暫暫
最少最少44人到蘭桂坊及荷人到蘭桂坊及荷

李 活 道李 活 道 PurePure
FitnessFitness後確診後確診

娛樂場娛樂場所所
蘭桂坊及蘇豪區蘭桂坊及蘇豪區

33月月1818日日起連續數天有到蘭桂坊人起連續數天有到蘭桂坊人
士確診士確診，，最少涉及最少涉及66人人，，

部分亦曾到部分亦曾到PurePure
FitnessFitness。。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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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宗源頭不明 社區爆發凶兆
48確診錄單日新高 專家促即禁非港人入境

��(���

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再公
佈有新冠肺炎確診患者曾
到中環蘭桂坊，確診消息
已令當地酒吧及食肆東主
人心惶惶，紛紛提高防疫

措施保障員工和顧客。有酒吧貼出告示宣
佈暫停營業，有食肆則指受去年黑暴及現
今疫情打擊，客流已跌近七成。

有酒吧為入店顧客量體溫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所見，蘭桂坊有酒

吧貼出告示，表示因疫情影響，為員工及
顧客健康安全而暫停營業一周；有酒吧張
貼告示提示客人若曾有外遊史需自行隔離
14天，請勿到訪以影響他人健康；有食肆
貼出告示，要求客人佩戴口罩、測量體溫
及注意個人衛生。

在蘭桂坊一間西餐廳任職侍應生的Sue
表示，餐廳一個月前向前台提供酒精噴霧
讓客人清潔雙手，昨日開始更提供體溫檢
測槍先為客人測量體溫才入座。公司並要
求在每枱客人入座前及離座後，都要用稀
釋消毒藥水清潔。事實上，自去年黑暴事
件到現今疫情影響，目測店內客人流量約
跌近七成。

蘭桂坊協會總監張素媚昨日接受電台訪
問時表示，有確診者曾到蘭桂坊的消息傳
出後，已即時影響人流，前晚當地酒吧普
遍只得數枱客人，僅提供現場音樂表演的
酒吧有較多熟客光顧。她強調蘭桂坊每日
都有加強消毒，希望在客人及員工健康及
商戶營業之間取得平衡，暫無意停業。

傳女患者與多人「一夜情」
就網上盛傳日前確診的第一百八十二宗

個案50歲女患者，潛伏期內曾到蘭桂坊與
多人發生一夜情。資料顯示，該患者在加
拿大國際學校任職文員，並無外遊記錄，
但病毒潛伏期間多次到蘭桂坊與多名友人
聚會。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昨日被問及此事是否屬實時未有正面回
應，只強調中心一般會向確診者查問其所
有密切接觸者，並希望對方主動告知，以
作追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香
港大學醫學院院
長、世衛傳染病流
行病學及控制合作

中心創立總監梁卓偉警告，根據統計數據，本港病毒
繁殖率有上升趨勢，每名患者可傳染多於一人，而隨
着大批市民由海外回港，相信現在正值疫情的轉捩
點，疫情進入最高風險時期，警告若市民稍有鬆懈，
將有機會演變成本地大型社區爆發，並呼籲市民眾志
成城、謹慎防疫。

一名患者可傳染多於一人
梁卓偉昨日與世衛傳染病流行病學及控制合作中心總
監高本恩會見傳媒，發表新型冠狀病毒即時有效繁殖率
實況報告。梁卓偉指出，香港原本「連第一波都未
有」，即疫情爆發以來確診個案一直受到控制，較韓
國、日本及意大利等其他國家及地區，香港仍未進入有

本地持續爆發的情況。
他與團隊研究確診者的暴露史、外遊史及發病日期，

分析疫情輸入個案的3個時期，分別是內地輸入個案、
鑽石公主號及現在歐美國家輸入個案，加上會有留學生
陸續返港，現為輸入個案數字最大量的時期，相信本港
的爆發風險隨之急升。
在輸入個案急增的同時，冠狀病毒還很容易出現群組

病例，如2003年沙士的淘大花園，以及早前福慧精舍
及火鍋家族案例，成為潛在風險。
梁卓偉解釋，新冠肺炎繁殖率為R2，意指一名患者

可傳染2個人，去年12月武漢及現時歐美地區的新冠病
毒繁殖率約為R2.2，而繁殖率大小基於病毒強度及傳
染性，以及該地區人口年齡分佈、人口密度及繁榮程
度，倘若繁殖率數值在1以上，代表疫情有機會擴大，
相反則可受控。
他續說，香港即時繁殖率自疫情爆發以來一直處於低

於R1的水平，但上周開始已高於1，即一名患者傳染
多於一人，且持續超過一周，數據仍未完全反映海外港

人近日的回流潮，疫情正進入最高風險時期 ，若市民
防疫態度鬆懈，加上大量輸入個案即將進入香港，如果
引發大型二、三代群組傳播，可能會出現社區大爆發，
後果嚴重。

長者感染及死亡率高三倍
梁卓偉並公佈一項電話調查結果，團隊訪問了1,005

名香港巿民，顯示市民2月時防疫表現最謹慎，包括超
過九成受訪者避免外出、佩戴口罩及勤洗手，而踏入3
月後，除佩戴口罩外，其他選項均有下跌趨勢，尤其是
外出。他表示市民防疫意識雖仍存在，但較以往鬆懈。
他坦言「越成功，越辛苦」，呼籲市民繼續保持社交
距離，避免到人多聚集地方逗留；商戶應考慮縮短營業
時間、控制人流及做好防疫措施。倘情況惡化，特區政
府應考慮立法要求食肆等暫停營業，並提醒長者感染風
險及死亡率是常人三倍，安老院舍防控措施須滴水不
漏；家傭放假亦應避免大型聚集和緊密接觸，減低交叉
傳播機會。

梁卓偉：疫情進入最高風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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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昨日新增個案中
有36宗曾有外遊記錄，涉及旅行團感染，兩名
女確診者曾參加一個為期17日的加拿大團，而
其中一名確診者的妹妹亦初步確診。衛生防護
中心透露，該團共有31人，其中6人至7人已
返回香港，中心會追蹤其他團友。

一確診者妹妹初步確診
繼早前埃及團及印度團團友確診新冠肺炎後，

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佈，一個31人的加拿大旅行
團亦出現兩名確診者（第二百三十八宗和第二百
四十二宗個案），為61歲及69歲的女性，其中
69歲確診者的妹妹亦初步確診。

空手道女將曾綺婷確診
至於早前到外地受訓後確診的空手道運動員

李振豪，與其同行的空手道女將曾綺婷昨亦確
診，是第二百五十四宗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
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近日新增個案雖較
多，但希望只是短暫高峰，因預計兩星期後海
外回港人數會減少。
她表示，昨新增的48宗個案中雖然有外籍人
士，但大多為香港居民，僅一人是澳洲旅客
（第二百四十一宗），他與妻子到美國旅行後
再到葡萄牙，其間因咳嗽在當地入院，18日在
港轉機時不適，被送到聯合醫院留醫。

機場一食肆暫停業消毒
同日，香港機場管理局收到「翡翠拉麵小籠

包」的通知，一名新冠狀病毒病確診患者曾到
該食肆於機場的分店用膳。在知悉有關個案
後，該機場分店已即時暫停營業，並按衛生署
的要求進行徹底消毒清潔。機管局亦已加強清
潔該食肆附近的範圍和進行徹底消毒，及加強
客運大樓內所有洗手間的清潔及消毒工作。
另外，一名菲律賓家傭昨日確診。她本月12
日抵港，翌日出現流鼻水等不適，18日到威爾
斯親王醫院求醫後確診。其僱主暫無病徵須家
居隔離。

加拿大團兩女團友染疫

■梁卓偉昨
日警告，要
慎防疫情在
社 區 大 爆
發。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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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處理新冠肺炎疫情進退失據，令香

港輸入個案暴升。昨日，香港新增的48宗

確診及5宗初步確診個案，再創單日新高，

除35宗確診個案有外遊記錄或從外地回港

外，還有13宗沒有外遊史，當中6宗不明

感染源頭，另7宗則為之前確診人士的密切

接觸者，反映隨着越來越多港人自海外返

港，病毒進一步在社區散播，導致本地個案

回升。同日，有50名有上呼吸道感染徵狀

及經機場入境者被送往亞洲國際博覽館或北

大嶼山醫院的臨時檢測中心後，有4人初步

測試結果對新型冠狀病毒呈陽性反應。傳染

病專家擔心香港將發生第一波持續本地爆

發，更推算未來兩周確診個案或增至600

宗，呼籲特區政府以酒店檢疫替代居家檢

疫，堵塞漏洞，甚至應考慮「封關」，阻止

社區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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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疫防 疫 嚴嚴 與與 鬆鬆

◆資料來源：丁香園疫情地圖

◆整 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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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現存確診 累計確診 死亡 治癒

湖北 6,285 67,800 3,133 58,382

香港 154 256 4 98

台灣 107 135 2 26

北京 93 491 8 390

廣東 64 1,395 8 1,323

上海 42 371 3 326

甘肅 34 134 2 98

浙江 14 1,234 1 1,219

黑龍江 8 484 13 463

山東 7 762 7 748

■經歷黑暴與疫情
雙重打擊，蘭桂坊
客流已跌近七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在輸入個案大增的同時，本地確診個案近日亦有回
升趨勢，由周三（18日）及周四（19日）分別有

3宗，至昨日增至13宗，反映近日大批港人由海外返
港，或將病毒輸入。

倡娛樂場所暫停營業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在疫情簡報會
上表示，第二百二十一宗個案是一名的士司機，他本身
並無外遊，主要每日多次到機場接載乘客，其有戴口
罩，中心會追蹤有否密切接觸者。
第一百九十一宗個案的34歲女患者，則曾於3月13
日外出用膳，感染另兩人昨日確診（第二百一十七宗和
第二百五十宗個案），而她又在3月14日參加一個有
80多人出席的婚禮，結果接觸者中再有兩人昨日確診
（第二百二十三宗和第二百三十七宗個案）。
有新確診者曾到人多聚集地方，包括蘭桂坊（第二百
二十七宗個案）、SOHO區（第二百四十三宗個
案）、Pure Fitness健身中心荷里活分店（第二百二十
七宗和第二百四十八宗個案）。張竹君表示會通知蘭桂

坊大清洗，亦會到Pure Fitness更衣室調查傳播鏈。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指出，蘭桂坊有
大量外國人聚集，而外國有大規模疫情爆發，出現感染
群組可以預料，現已知的個案或只是冰山一角，其他社
區稍後亦可能有更多本地感染群組出現。
他續說，新冠病毒能附在物件上生存一段時間，與受
感染者共用同一設施有風險，戴口罩未能完全防疫，酒
吧、食肆、戲院、卡拉OK及健身中心等娛樂場所都應
暫停營業，市民亦要避免到人多地點。
他認為，特區政府應進一步收緊入境限制，禁止非香
港居民來港，指出在疫情「全球大流行」下，難依靠各
國公佈的資料判斷當地疫情，除必要的物流外，所有跨
境人流，包括商務往來都應盡可能減少，有關活動可改
為透過網上維持，並建議政府考慮重啓公務員在家工作
的安排，鼓勵私人機構跟隨，並應重新評估中學文憑試
應否如期舉行。

確診個案或達600宗
同日，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在記者會上表示，

香港新冠病毒繁殖率水平已超過R1，即1名患者傳染
多於1人（見另稿），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
何栢良據此推算，未來兩至三周可能有200宗傳入個
案，如不攔截家居同社區傳播，其間確診個案或增至
600宗，令公立醫院的深切治療部床位有可能不敷應
用，擔心會有前線醫護人員受感染甚至死亡。
他強調，香港正面對「病毒大軍壓境」，現階段要求

返港市民居家檢疫並不理想，特別是香港家庭環境擠
迫，且家居環境難有獨立廁所及空間讓隔離人士使用，
建議政府租用酒店檢疫，並認為酒店檢疫做法不會重演
2003年沙士時期，京華酒店傳播病毒的情況，因接受
檢疫者並無病徵，加上須全天候戴口罩，即使有隱形傳
播者都可從源頭控制。
梁子超認同居家檢疫有可能引發社區爆發，建議特區
政府與酒店業界合作，租下整棟或部分酒店樓層作檢疫
用途。
香港醫學會會董唐繼升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則建議，特

區政府應加強對違反隔離令規定者的懲罰力度，以確保
接受檢疫者更重視有關規定。

◆資料來源：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

◆整 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新增新增4848宗確診個案宗確診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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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35宗個案
曾外遊的國家和地區

新加坡、老撾、印尼、

菲律賓、馬尼拉、多哈、

伊斯坦布爾、英國、倫敦、

格拉斯哥、瑞典、法國、

巴黎、德國、荷蘭、瑞士、
葡萄牙、比利時、奧地利、
美國、加拿大、秘魯、
玻利維亞

13宗本地個案

不明源頭（6宗）

第二百二十一宗個案：62歲男子

居於深水埗怡閣苑怡泰閣；的士司

機，經常去機場載客到蘭桂坊消遣

第二百二十七宗個案：28歲男子

居於紅磡海逸豪園3期悅濤灣

第二百二十九宗個案：40歲男子

居於荃灣綠楊新邨C座

第二百四十三宗個案：25歲女子

居於九龍塘又一村花園2期

第二百四十八宗個案：33歲男子

居於中環彩鴻酒店；曾到Pure Fit-

ness荷里活道分店健身

第二百五十三宗個案：31歲女子

居於火炭晉名峰D座

與第一百九十一宗個案有關群組
（4宗）

第二百一十七宗個案：35歲男子

居於高街1號匯賢居；曾與第一百

九十一宗個案於3月13日一起到蘭

桂坊消遣

第二百三十三宗個案：31歲男子

居於青衣長康邨康平樓；曾與第一

百九十一宗在3月14日出席愉景灣

露天婚禮

第二百三十七宗個案：29歲女子

居於筲箕灣東霖苑；曾與第一百

九十一宗在3月14日出席愉景灣

露天婚禮

第二百五十宗個案：27歲女子

居於鰂魚涌麗華樓；曾與第一百九

十一宗個案於3月13日一起到蘭桂

坊消遣

其他密切接觸者（3宗）

第二百一十三宗個案：4歲女孩

居於跑馬地藍塘道108號安慧苑；

第一百一十四宗個案的女兒

第二百二十二宗個案：31歲女子

居於大角咀凱帆軒3座；第一百七

十四宗個案的妻子，曾到蘭桂坊飲

酒及到Pure Fitness荷里活道分店

健身

第二百二十八宗個案：50歲男子

居於鰂魚涌康怡花園Q座；第一百

五十四宗個案的丈夫

■■身穿全套防護衣身穿全套防護衣
物的落機旅客物的落機旅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不戴口罩的外國旅客不戴口罩的外國旅客
在抵港大堂自由行走在抵港大堂自由行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蘭桂坊有酒吧為入店顧客測蘭桂坊有酒吧為入店顧客測
量體溫量體溫。。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昨日在機場赫見昨日在機場赫見
的士司機不戴口罩的士司機不戴口罩
載客載客。。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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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雲驟雨 局部雷暴
氣溫21-24℃ 濕度80-95%

庚子年二月廿八 十二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