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7宗
29歲
女賓客

303宗
20月大
女嬰

304宗
69歲
父親

233宗
31歲

兄弟團成員

191宗
34歲
女賓客

258宗
58歲

新娘媽媽

253宗
31歲

姊妹團成員

287宗
31歲

婚禮司儀

259宗
35歲

新娘姐姐

332宗
32歲
男賓客

295宗
31歲
新郎

*373宗
33歲
男賓客

343宗
39歲
男歌手

276宗
29歲
男樂手

*360宗
30歲

餐廳女職員

*367宗
38歲

樂隊女成員

*362宗
34歲

樂隊女成員

*384宗
樂隊成員

*387宗
樂隊成員

*386宗
樂隊成員

蘭桂坊樂隊群組 黃竹坑Studio 9派對群組愉景灣婚禮群組

208宗
44歲
男

169宗
34歲
男

*375宗
49歲
男

315宗
45歲
男

277宗
27歲
女

曾演出的酒吧：Centre Stage、Insomnia、Dusk Till Dawn

註：*昨日確診或初步確診
資料來源：衛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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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蘭桂坊Band友組添6中招
社區恐已現傳播鏈 防護中心：派對表演高危

��(���
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本港昨日新增30宗確診個案，累計有386宗確

診及一宗疑似個案。昨日新增的個案中，有11人無外遊，當中4個群

組集體感染個案持續蔓延，包括本月14日舉行的愉景灣婚禮、黃竹

坑大型派對、蘭桂坊表演樂隊以及公司等，令人擔憂社區已出現傳播

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指出，派對或酒吧表演期間，

多數沒有戴口罩，加上群眾的情緒亦會比較興奮，使防疫意識鬆懈，

因此有關活動都屬於高危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
周一宣佈，將會規定全港8,600多間領有
酒牌的食肆、酒吧及會所暫停賣酒，至於
食肆則未有任何防疫禁令，政府聲言指如
果情況不理想，都有機會「加辣」。餐飲
業組織「稻苗學會」主席黃傑龍昨日表
示，有關「禁酒令」措施似是「散彈
槍」，未能正中紅心，並指倒不如整個飲
食業界一同辛苦，暫停營業14天，之後可
望回復正常生活，否則問題再拖下去，業
界又要繼續交租支薪 ，與政府措施互相
矛盾。而大型連鎖快餐店麥當勞「當仁不
讓」先走前一步，昨日率先宣佈由今日起
傍晚6時後，不提供堂食，只設外賣。

飲食界籲全行停業14天
黃傑龍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飲酒與

疫情無直接關係，便利店、超級市場仍能
賣酒，不明白禁止賣酒如何幫助緩解疫
情。他又質疑，政府未有全盤計劃，又沒
提及時限，禁止賣酒14天與禁止半年，甚
至是9個月，分別及影響會很不同，「政
府事前沒有與業界商討過，想定是很緊
急，目前情況，並不是業界不肯為當前的
疫情付出，大家都好有心，都好肯去做點
事。」
黃傑龍指，寧願全個香港社會暫停非緊

急活動兩個星期，整個飲食業界一同辛
苦，暫停營業14天，有機會可截斷疫情，
之後可以相對回復正常生活，業界至今已
捱了兩個月，問題再糾纏下去不是辦法，

又要繼續交租支薪 ，有些租約又定明不
可關門不做生意，又與政府措施互相矛
盾。至於賠償問題，他表示，這個已是後
話，業界當然希望政府有合理幫助，例如
參考英國代支薪金，或讓業主免部分租金
的做法。
黃傑龍一再重申，現時這個關鍵時刻，

不是講利益的時候，不是怕少了生意額，
只是擔心措施對疫情沒有幫助。
對於暫停所有食肆堂食只做外賣，他指

倫敦及紐約都可以做到，香港無理由不可
行，但強調自己並不是推動這樣做，只是
回應專家的緊急呼籲，若香港錯過了抗疫
最佳時機，一兩周後疫情爆發不可收拾的
話，屆時任何活動都要停頓，情況可說比
現時苦痛很多。
為減低社交接觸傳播病毒機會，不少食

肆餐廳都已加強防疫措施，其中大型連鎖
快餐店麥當勞率先宣佈，由今日開始至4

月7日，傍晚6時起不提供堂食，只設外
賣。

只設外賣服務 麥麥送免運費
麥當勞發言人表示，所有餐廳每晚6時

至午夜12時暫停堂食，只設外賣及麥麥送
服務，該時段的麥麥送服務會免運費。
另外餐廳暫不接待正接受強制檢疫者，

但可透過麥麥送光顧。如果外送地址屬於
確診或家居隔離人士的住所名單，食物只
會送到大廈大堂。
發言人指出，為了保障僱員與顧客的健

康及安全，不鼓勵堂食，希望能做到減少
社交接觸，與社會共同抗疫。
除麥當勞外，荃灣區亦有餐廳暫停營
業，只做外賣。負責人指，自取外賣也
好、手機應用程式叫外賣也好，這可以減
低傳播機會。深井亦有火鍋店因應疫情，
外賣自取可享九折優惠。

麥記率先「自封」晚市不設堂食

麥當勞快餐店
宣佈，從今天起
下午六時後不設
堂食，只供外
賣。圖為昨晚
「麥記」堂食顧
客吃疫症時期的
「最後晚餐」。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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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防護中心公佈，昨日本港新增30宗
確診個案，涉及12女18男，年齡介乎

15歲至66歲，其中11人沒有外遊記錄。當
中4個感染群組再有新確診個案，例如在蘭
桂坊樂隊表演群組中，除了早前確診的兩宗
個案外，昨日再多6人染病，包括一名30歲
Insomnia餐廳女服務員，以及5名樂隊成
員，累計相關群組已有8人感染。
張竹君表示，新確診者當中包括菲籍樂

手，他們屬同一樂隊，曾到多間酒吧表演，
包括灣仔謝斐道的 Centre Stage 和 Dusk
Till Dawn、Insomnia。張竹君透露樂隊演
出期間無戴口罩，成員關係密切，加上酒吧
較多人聚集，「在音樂表演期間，群眾的情
緒亦會比較興奮，因此是屬於高危活動。」

政府：聚會飯局皆應避免
中心已建議相關酒吧餐廳進行大清洗，
亦會追蹤員工等其他密切接觸者。這些酒吧
是否需要停業14天？張竹君指，中心不會
強制要求營辦者停業，有關決定的風險應由
食肆自行評估，強調新冠病毒不難洗除。
對於政府建議全部領有酒牌的食肆酒
吧，禁止售賣及供應酒精飲品，張竹君形
容，「禁酒唔多唔少有用」，因禁酒能暫停
飲酒的社交活動及不同形式的聚會，避免家
庭傳染，但強調除了飲酒等社交活動要停
止，其他聚會或飯局都要避免，「不論什麼
活動，只要有人群聚集、防備態度一旦鬆懈
都有可能會被傳染。」

婚禮派對群組各添一確診

另外，愉景灣婚禮群組及黃竹坑派對群
組亦分別增加一名確診者。一名33歲婚禮
男賓客近日出現發燒、喉嚨痛等徵狀，正在
伊利沙伯醫院接受隔離治療，包括二代傳播
在內，該婚禮群組已累積12人染病。
而早前在黃竹坑道Studio 9舉行的過百人

派對，昨日又有一名49歲男子確診，派對
群組累計有5人確診。
另外，長沙灣昌隆工業大廈群組亦再增

一人確診，是早前兩名確診者的同事。
此外，昨日再多一名確診者出院，她是

第九十三宗的89歲女子，她曾多次去過北
角「福慧精舍」佛堂，本港至今已有102位
確診及疑似病人出院。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

險管理）何婉霞表示，目前仍有4名新冠肺
炎患者情況危殆，有病人昨日氣促情況惡
化，需要插喉使用呼吸機協助呼吸。她預計
未來患者數目將會增加，期望市民配合醫護
人員的努力，強調如果入院病人不斷增加，
不論醫護人員多努力增開病房及增加人手，
始終有日會應付不來，呼籲市民合作，如非
必要不要外出，在人多地方盡量縮短逗留時
間及戴口罩，認為這是對醫護最大的支持。
醫管局現有971張負壓病床及514間負壓
病房，較前日分別增加17張及7間。
何婉霞透露，目前負壓病床及病房使用

率分別為51%及71%，而近期病人數目有
所增長，呼籲市民避免不必要的外出，「如
果病人不斷增加，無論我們多努力開隔離病
房，始終能力有限，有一日會應付不來。」

■■尖沙咀食肆酒吧尖沙咀食肆酒吧，，仍舊有大量食客仍舊有大量食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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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確診
者中有19人曾外遊，包括兩名學生，一名
東瀛遊導遊，他曾帶20人團去土耳其、西
班牙等地；一名國泰空姐及一名新來港履
新的外傭等。早前已有多名外傭確診，香
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兒表示，
政府實施強制檢疫令後，外傭一般在僱主
住所接受居家檢疫，若外傭已在外地受感
染，很容易傳染予僱主家庭。該會近日接
到數十名僱主求助，擔憂新請來港的外傭
播毒。

留僱主家隔離恐添風險
昨日確診的外傭，於本月20日來港，因
為受政府的檢疫令影響，必須接受家居隔
離，遂抵港後到僱主住所接受隔離，周日

（22日）發病送院。
容馬珊兒表示，以往外傭抵港履新，一

般會有中介公司接她們，再進行身體檢查
及申請身份證以獲本港醫療保障，但政府
強制檢疫令生效後，所有從外地抵港的人
士必須接受居家隔離，故中介公司在機場
接外傭後，須在兩小時內將外傭帶到僱主
家中隔離14日，部分僱主擔心外傭已在外
地受感染，很容易傳染予家人。

導遊領團返港後中招
另外，一名43歲東瀛遊男導遊（第三百
六十六宗）昨日確診，他在3月7日至21
日曾帶20人團到土耳其、西班牙、葡萄
牙，返港時沒有病徵，在口岸獲派樣本收
集樽，翌日將樣本交回衛生署，檢驗顯示

樣本對病毒呈陽性反應。該導遊於本周一
（23日）開始發燒，衛生防護中心正追蹤
旅行團友。
新增確診者中還包括一名國泰空中服務

員，為第三百七十六宗的40歲女子。她於
3月7日至11日曾到西班牙，7日在航班
CX315的商務座位工作，返港時則服務
CX320航班。
Now新聞一名剪接部員工確診，目前在
大埔那打素醫院接受治療。Now表示，該
員工所屬樓層會進行徹底消毒，密切接觸
者會安排14天隔離。新聞台廣播不受影
響，部分錄影廠進行的節目將會暫停。
另外，有一名確診者曾到過澳門，去過

賭場等場所。衛生防護中心表示，澳門目
前確診不多，不排除患者是在香港感染。

若新聘外傭染疫 僱主憂引毒入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