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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昨日再新增44宗新冠肺炎確

診個案，累計確診個案至317宗，

另有一宗疑似個案。新增個案中雖

以外遊記錄者佔多數，但有15宗沒

有外遊記錄，其中部分個案曾參與

私人派對或到過蘭桂坊，反映如何

減少人群聚集已成為刻下最重要的

防疫工作。多名醫學專家均指出，

香港現時正面對疫症的高危風險，

促請特區政府考慮全面禁止非香港

居民入境，同時考慮立法下令酒

吧、食肆等高危場所暫停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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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近日
有增長趨勢，當地衛生部昨日進一步收緊

入境限制，由明日凌晨起全面禁止「短期旅
客」入境或過境，只准持新加坡國籍或持有長
期簽證者進入新加坡。
新加坡截至昨日累積455宗病例，新增的

23宗病例中，18宗是從外地傳入，9人曾前
往英國。

長期簽證需居家隔離
在新限制實施前，新加坡已禁止曾前往中國

內地、韓國、伊朗、意大利等地的旅客入境或
轉機，其他地區入境人士只需家居隔離14天。
當局在今晚11時59分後，把入境禁令擴展
至全球，新加坡公民及持有長期簽證的人士入

境後，亦需接受家居隔離14天，從中國
湖北省入境者則要送往隔離營14天。

新加坡衛生部同時為長期簽證訂
立嚴格標準，稱人力部只會向醫

療、運輸等必需行業的勞工及
其家屬，發出長期簽證，馬來

西亞人如獲僱主安排合適住宿，亦可繼續在新
加坡工作。

89外勞違反隔離遭遣返
國家發展部長黃循財表示，當地實施強制家

居隔離命令後，每日仍有數以百計短期旅客入
境，雖然其中只有非常少數確診，但執行隔離
令以至治療他們仍要佔用政府資源，隨着大量
新加坡公民陸續返國，政府必須把資源集中在
本地居民身上。
新加坡政府透露，至今有89名持工作簽證
人士違反居家隔離命令，遭注銷簽證並遣返回
國。黃循財亦稱部分國民不聽從政府指示，反
而如期外遊，政府不容此情況持續，正研究額
外措施阻止。 ■綜合報道

澳洲累積確診個案已超越1,000宗，總理莫里森昨
日宣佈，全國酒吧、體育及娛樂場所即時關閉，
餐廳只可提供外賣服務，為期最少6個月，但學
校無需停課。莫里森同時建議國民取消非必要的
旅遊行程，揚言目前的措施只是首階段，若國民
繼續拒絕保持社交距離，將有其他政策推出。
澳洲日前已禁止非本國公民及居民入境，但仍有

不少人到海灘等地玩樂。莫里森批評人們無視政府
勸喻，迫使當局採取更嚴厲措施，重申除工作、運
送醫療設備等行程外，國民不應隨意穿州過省。西
澳省、南澳省、塔斯馬尼亞和北部地方已分別宣佈
封鎖跨省邊界，從外省進入者需居家隔離14天。

■綜合報道

印度總理莫迪因應全國疫情，緊急頒佈「日間宵禁
令」，全國民眾於當地時間昨日上午7時至晚上9時，
一律被要求留在家中。昨日印度全國道路極其冷清，
長途和近郊火車亦停駛。
莫迪昨日在twitter發文稱，「讓我們一起進行宵

禁，幫助國家加強抗疫力量。」他同時鼓勵國民在昨

日下午5時，在家中露台或窗前拍掌和搖鈴，為醫護
人員打氣。
印度部分地區亦採取封城措施，其中拉賈斯坦邦將

封鎖至本月31日，莫迪家鄉古吉拉特邦4個城市亦
封城至本月25日，部分東部和中部的邦則暫停巴士
服務。 ■綜合報道

美國夏威夷州州長井下前日宣佈，
本周四起所有進入該州的人士，均需
接受14天強制家居隔離，該州居民亦
不能例外，違者最高可被罰款5,000美
元(約3.9萬港元)及監禁一年。
夏威夷州截至前晚錄得48宗感染個

案，大部分來自檀香山，一名美軍步
兵亦確診。新規定適用於從國外或美

國其他州份進入夏威夷的人士，其中
夏威夷州居民需在家中隔離，旅客則
要留在酒店房間，只可在求醫時外
出。
井下形容新措施屬極端手段，但稱

該州大部分病例均是外地傳入，故必
須加強入境管制，阻止病毒散播，呼
籲所有人合作。 ■美聯社

全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個案昨日突破30萬宗，單日新增個案連續第3

日達約3萬宗，累計死亡人數亦超過1.3萬人。多個歐美重災區疫情未見受

控，意大利新增死亡病例再創單日新高，美國宗數則升至中國以外全球第三高，

多個國家昨日均進一步收緊封關封城措施，嚴防更多個案從海外輸入。

星洲禁全球旅星洲禁全球旅客客
入境或轉機入境或轉機

印度「日間宵禁」不准出門

夏威夷強制隔離違者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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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已經成為全球最嚴重疫區，截至昨日，整個
歐洲的確診病例已達15.2萬，死亡病例7,802

宗，遠遠超出亞洲的96,669宗確診、3,479宗死亡。

意死亡佔全球三分一
意大利前日新增793宗死亡個案，總數達4,825
宗，死亡率升至8.6%，當地死亡病例佔全球總數1/3
以上；確診病例則由前一日的4.7萬宗，再新增
13.9%至53,578宗，全國疫情仍以倫巴第大區最嚴
峻，總理孔特前日宣佈，將所有非必要的工廠關閉。
歐洲其他地區的疫情亦未見曙光，西班牙的死亡

個案繼前日急增32%後，昨日再累積至1,724宗，
總確診病例達28,603宗，首相桑切斯更警告國民
「前面的日子會非常艱苦」。法國前日亦新增逾百
名死亡患者，總數達562宗，確診病例總數14,459
宗。
亞洲的疫情焦點近日落在東南亞國家身上，泰國
昨日錄得破紀錄的188宗新增個案，累計599
人感染，新增病例集中在曼谷，且大多是繼續
社交聚會的年輕人。

35國封城影響10億人
澳洲總理莫里森20日表示，當地確診病

例中，大約8成是海外輸入，當中
大多數源於美國。

全球已經有多達35個國家實施封城措施，禁止
民眾在非必要情況下外出，近10億人口受影響。
以美國為例，逾1/3美國民眾目前在封城令下生
活，新澤西州前日成為最新一個頒佈留家令的州
份，紐約州長科莫更預告，封城措施可能不止持續
數周，而是持續數個月。南美洲的薩爾瓦多前日亦
跟隨區內其他國家，實施隔離措施，同時哥倫比亞
出現首宗死亡病例。
非洲的確診病例超過1,000宗，當地不單醫療系

統較落後，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亦較難實施保持社交
距離的措施，情況令人憂慮。中東地區則仍以伊朗
疫情最嚴重，當地昨日新增1,028宗確診，再多
129人死亡，確診及死亡總數分別為21,638及1,685
宗。 ■法新社/路透社

▶澳洲邦迪海灘封閉前後對比。 新華社

■印度民眾在家
中拍掌和搖鈴，
為醫護打氣。

路透社

■■馬來西亞一位女子坐在空蕩的地鐵車廂內馬來西亞一位女子坐在空蕩的地鐵車廂內。。 路透社路透社
▶新加坡從明日凌晨
起禁止短期簽證旅客
入境及轉機。 新華社

■■英國倫敦戶外用餐區冷冷清清英國倫敦戶外用餐區冷冷清清。。 路透社路透社

早前愉景灣酒店婚宴群
組先後有多人確診新型冠
狀病毒，更有二代傳染跡
象，有大量外籍人士居住
的愉景灣頓成病毒傳播高

危地區。據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於愉景
灣的觀察所見，雖然疫情至今已持續近
3個月，但大部分居民仍無佩戴口罩外
出。一名外籍居民說：「只有生病的人
才需要戴口罩。」

昨日所見，愉景灣一帶有不少居民到
住所附近散步、放狗及做運動，亦有外

區市民到愉景灣景點「愉景灣白教堂」
拍照打卡，餐廳露天座位也聚集了外籍
人士用膳暢談享受周末，但當中不少也
沒有戴口罩。

愉景灣酒店客戶服務部職員透露，自
疫情開始，員工及出入客人都要測量體
溫，客人入住前亦需申報有無外遊記
錄，若有發燒及出現不適等狀況均不容
許入住。他續說，酒店樓層及餐廳等各
地方每隔3小時會有清潔員工用1:40的
稀釋漂白水清潔消毒。

到住所附近放狗的外籍人士Sarah表

明，健康的人沒有戴口罩的責任，生病
者才有義務佩戴口罩外出，甚至應留在
家中休養，又認為多做運動比防疫更加
重要。但她亦指出，網上購物可解決大
部分外出需要，因此經常留在家中。

另一名外籍人士、就讀高中的Nick
亦指出，如今停課下只會偶爾到住所附
近閒逛，通常也是做運動，但覺得戴口
罩太辛苦及麻煩，因此沒有佩戴。

華籍居民囑家人外出要戴罩
當區居民黃小姐表示，雖知疫情嚴

重，但偶爾也會外出散步及與子女到沙
灘玩耍，由於只是在住所附近活動，所
以沒有戴口罩，「如果出市區就會戴，
畢竟人多車多，傳染性會更高。」她續
說，附近鄰居大部分都沒有戴口罩，尤
其是外國人，因此會多加注意社交距
離，同時亦已吩咐家傭更注重家居清
潔，尤其是廁所。

周小姐表示，愉景灣較多外國人居
住，大部分都沒有戴口罩的習慣，只好
自己加強防疫意識，並叮囑家人外出時
都要佩戴口罩。■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成祖明

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佈，本港昨日新增15宗無
外遊確診個案中，早前愉景灣婚禮感染群組

再多兩人確診，包括新郎及司儀。早前出席婚禮的
29歲女性賓客（第二百三十七宗個案），其20個
月大女兒及69歲父親雖未有出席婚宴，昨日亦證
實確診。參與婚禮的人中，最少已有8人確診，還
有兩名家庭密切接觸者確診屬二代傳播。

婚禮群蘭桂坊現二代傳播
新增個案中，至少有4名確診者曾到過蘭桂坊
一帶活動或工作，但互不認識。一人是蘭桂坊內
一名樂手，工作時會在幾間會所穿梭；一人曾參
與一個約10人規模的私人聚會。
另外，曾接載乘客到蘭桂坊、早前已確診之的
士司機，其兒子亦證實確診。
另有兩名新增確診者在長沙灣昌隆工業大廈的同
一間公司工作，至今病毒源頭不明。衛生防護中心
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估計該處已出現多於一代的傳
播鏈。
其餘個案包括一名香港凱莉山學校工作人員，該
校早前有兩名教師帶7名學生到瑞士交流後確診，
回港後再多兩名學校工作人員確診；而其中一名教

師的太太及其一名曾一起用膳的朋友亦已確
診，令該群組確診個案增至6宗。張竹君表
示，中心正追蹤瑞士團學生的狀況，目前已
過14天潛伏期，但仍需進行醫學監察。
凱莉山學校發言人昨日向傳媒表示，兩名確診教

師於1月帶團交流，但3月才確診，相信確診與交
流團無關，可能經外遊、朋友飯局或燒烤等個人活
動感染。

曾浩輝倡禁非港人入境
衛生防護中心前總監曾浩輝主張，特區政府應考

慮全面禁止非香港居民入境，以減輕香港檢疫設施
的負擔，同時避免增加醫療系統的壓力。
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呼籲，市民自律，如
非必要減少外出，業界也可採取自律措施，例如多
做外賣、不做夜市或將圓桌改為長方形桌。若自律
的措施無效，他建議特區政府應馬上果斷地立法規
管，下令酒吧、餐廳等暫停營業。
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昨日亦在電台節目表示，政
府最多用一兩天時間觀察市民是否自律，如沒有改
善，建議政府可考慮先管制較高危的地方，例如酒
吧及婚宴場地。

■灣仔一間健身室
昨日夜練之人都沒
有戴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華洋雜處地 防疫意識低

1515宗本地感染新症宗本地感染新症

累計死亡超1.3萬人 多國再收緊封關措施

全球確診逾全球確診逾3030萬萬未到最壞未到最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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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年齡性別 備註

第275宗 30歲男 曾到蘭桂坊

第276宗 29歲男 蘭桂坊樂手

第277宗 27歲女 源頭不明

第278宗 28歲男 曾到蘭桂坊

第284宗 26歲女 曾到蘭桂坊

第285宗 41歲男 凱莉山學校員工

第287宗 31歲男 愉景灣婚禮的司儀

第291宗 32歲男 昌隆工廈工作，源頭不明

第295宗 31歲男 愉景灣婚禮的新郎

第298宗 22歲女 個案143的密切接觸者

第303宗 20月女 愉景灣婚禮一女賓的女兒

第304宗 69歲男 愉景灣婚禮一女賓的父親

第311宗 16歲女 家庭群組 (個案154、228及331)

第312宗 56歲女 昌隆工廈工作，源頭不明

第314宗 28歲男 機場的士司機（個案221）的兒子

資料來源：衛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中環士丹頓街酒吧昨晚還有人聚集消遣中環士丹頓街酒吧昨晚還有人聚集消遣。。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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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5566 今日出紙3疊8大張 港售10元

2020年3月
星
期
一23

早晚有霧 晚有微雨
氣溫22-28℃ 濕度70-100%

庚子年二月三十 十二清明

本地感染添15宗 婚宴群組新郎洞房轉病房

酒吧食肆愉景灣酒吧食肆愉景灣處處高危處處高危

■灣仔修頓球場的籃球場和足球場都有人在
使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愉景灣空曠地如沙灘愉景灣空曠地如沙灘、、草坡等都有草坡等都有
人聚集人聚集。。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