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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群組疫源不明
隨時社區大爆發
防護中心籲市民勿鬆懈 隔離者切莫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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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新聞台再有剪接師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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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21-27℃ 濕度65-95%

「回港人潮」使香港的新冠肺炎個案「井噴式」
激增，還造成不明源頭的感染群組，並透過工作間

港字第 25569 今日出紙 2 疊 7 張半 港售 10 元

或社交活動播毒。本港昨日新增 24 宗確診個案，
三大感染群組包括昌隆工業大廈辦公室、蘭桂坊
蘭桂坊樂隊幾乎所有成員都「中招」，一名捧場
的國泰航空機師，以及一名酒吧服務員亦確診。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指出，部分已

源頭不明的感染群組

返港的人士可能稍後才發病，市民絕不能鬆懈，並
促請正接受家居隔離人士不要外出，保障社區、家
人及朋友健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相關新聞刊 A2—A4
A6—A10 A14、A20—24

■蘭桂坊樂隊幾乎全員
蘭桂坊樂隊幾乎全員「
「中
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昌隆工廈群組增至
4 人感染
人感染。
。 網上圖片

蘭桂坊樂團群組

昌隆工業大廈辦公室群組

第182宗（50歲酒吧顧客）

第291宗（32歲男職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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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7宗（28歲酒吧顧客）

■衛生防護
中心昨日向
傳媒介紹最
新疫情。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第276宗（29歲男樂手）

第312宗（56歲女職員）

第343宗（39歲男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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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0宗（30歲餐廳女服務員）

第372宗（54歲男職員）

第362宗（34歲樂隊女成員）
24 宗確診個案，香港累積個案達 410 宗確
連同昨日新增的
診個案，及一宗疑似個案。新增個案包括 13 男 11 女，年

齡介乎 11 歲至 57 歲，當中 19 人有外遊記錄，主要到訪過歐美
和英國等，其中6名是留學生。

樂隊群組 13 人感染無外遊
值得關注的是，當中 5 名無外遊史的患者來自三個感染源頭
不明的群組，其中蘭桂坊樂隊群組再多一名樂隊成員、樂隊駐
場酒吧Insomnia的服務員，以及一名光惠該酒吧的國泰男飛機
師昨日確診。張竹君表示，該名飛機師上一次飛行是上月 27
日，他感染可能與工作無關，不排除跟到訪酒吧有關。
該名機師本月 17 日晚到訪 Insomnia，翌日去過尖沙咀酒吧
All Night Long，兩間酒吧均是染疫樂隊曾演出的場所。張竹
君表示，不少人會到多間酒吧消遣，酒吧亦不會有顧客光顧的
記錄，因此難以追查密切接觸者，惟有呼籲曾到涉事酒吧的人
士盡早求醫。
蘭桂坊樂隊相關感染者已多達 13 人，所有人於潛伏期都沒
有外遊，感染源頭不明。但根據資料，最早發病是昨日確診的
酒吧服務員（第三百九十四宗），他早於本月 10 日起開始咳
嗽及喉嚨痛。張竹君在記者會上指，該患者無外遊記錄，但暫
時不能認定他就是群組的感染源頭。
她又透露，該樂隊成員共有 9 至 10 人，現有 8 人感染，部分
人住在一起，屬密切接觸者，當中還有夫婦，但由於樂隊不止
到一間酒吧演出，暫未知各人的傳染途徑。

昌隆大廈公司 6 職員 4 中招
長沙灣昌隆工業大廈的公司群組亦再多一名57歲女職員確診，
該公司共有6名職員，先後有4人確診，都是不明源頭的感染。
另外一名國泰空中服務員和一名港龍空服昨日亦確診，其
中 33 歲的國泰空姐已經一年未做飛機執勤，但近期到過巴
厘島出遊。

Now 新聞台增 1 人初步確診
Now 新聞台早前一名剪接部員工確診，昨日又增加一名 25
歲女剪接師初步確診。兩人曾於本月 16 日在同一地點工作 10
小時。Now新聞台表示，兩名患者屬同一更工作，女剪接師本
周一(23 日)晚發燒，求醫後昨晨初步確診。新聞部辦公室已暫
時關閉消毒，並啟動後備團隊遷往另一樓層工作，現時新聞台
廣播不受影響。而男剪接師的女友在港台教育電視部任職，港
台表示，其檢測結果暫時為陰性，將進行第二次測試確認。
張竹君表示，雖然近日確診個案較早前稍有回落，但回港人
潮持續，部分已返港的人亦可能於稍後發病，因此市民現時仍
然不能鬆懈，呼籲接受家居隔離人士不要外出，即使在隔離措
施實施前從外地返港的人士，亦應盡量與家人保持社交距離，
以及減少外出。

▲
▼ 同事

第367宗（38歲樂隊女成員）
第384宗（樂隊成員）

*第391宗（57歲女職員）

第386宗（樂隊成員）

Now 新聞台

第387宗（樂隊成員）

第377宗（40歲男剪接師）

*第389宗 （43歲樂隊成員）

*初步確診（25歲女剪接師）

*第394宗（28歲酒吧服務員）
*第411宗（酒吧顧客，任職國泰航空機師）
樂隊曾演出的酒吧：Centre Stage、Insomnia、Dusk Till Dawn

註*：昨日新增個案
資料來源：衛生防護中心
整

京列港為境外輸入高風險區

樂隊及 Now 新聞台，再擴大「感染版圖」，迄今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張帥 北京
報道）新冠肺炎疫
情嚴峻，本港確診
的外地輸入個案數
目飆升，並出現社
區感染的群組，面
臨社區大爆發的危
機。昨日，香港已
被列入北京市境外
輸入高風險國家和
地區名單。
北京市根據全球疫
情發展態勢，昨日調
整境外輸入高風險國
家 和 地 區 名 單 至 25
個，包括：英國、西
班牙、美國、意大
利、德國、法國、伊
朗、荷蘭、瑞典、瑞
士、挪威、丹麥、比
利時、奧地利、葡萄
牙、捷克、希臘、以
色列、澳大利亞、加
拿大、韓國、新加
坡、馬來西亞、中國
香港、日本等國家和
地區。
與之前名單相比，
新的名單增加了美
國、英國、西班牙
等國家為境外輸入
高風險國家，並新
增香港為境外輸入
高風險地區。

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深水埗警署女警初步確診

辦公室傳疫高危 倡職員分組上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
景源）再有警員被確診感染
新冠肺炎。一名駐守深水埗
警署的 22 歲女警，昨被初步
確診，她有發燒、腹瀉及腹
痛等徵狀，一度入住普通科
內科病房，現於明愛醫院負
壓隔離病房留醫。消息稱，
該名女警最近無與市民接
觸，但前日曾去過荃灣的新
■工作人員為深水埗警署清潔消毒。
界南總部靶場練習射擊以及
警方供圖 同人有接觸，另再加上自己
隊的隊員合共涉及約 80 至 90 人，目前全部已停止職務直至衛生防護
中心有建議為止，他們工作將會由其他同袍暫時代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社區陸續出現新
/ 冠 病 毒 確 診 個
案，辦公室成為
其中一個高危地點，倘有員工染
疫，隨時將病毒傳播給其他人。
醫學界人士認為應採取措施減低
員工之間的接觸，同時將員工分
組，部分正常上班，部分則家居
工作，倘正常上班的員工有人確
診，則由家居工作員工頂上。

女警不曾外遊 約 80 同袍停職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 委 員 會 主
席梁子超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 問 時 指 出 ， 本 港 現 時 出 現病
毒回流情況，由有外遊記錄的人
士引起群體爆發，並形容「近日
確診個案回落，係風雨前嘅平
靜，嚟緊兩個星期好重要，要留
意 5 至 7 日後，會唔會出現第三
波爆發。」
對於有辦公室出現確診個案，
梁子超指由於涉及企業運作，難

警方昨證實該名女警隸屬深水埗巡邏小隊 ，過去 14 日並無外遊記
錄。她在前日（24 日）當值期間身體感到不適，當日並無參與任何前
線工作，亦無與市民接觸。其後她到公立醫院求醫，經初步測試後對
新冠肺炎病毒呈陽性反應。警方已主動提供該名警員近日工作記錄和
執勤表等資料，以及安排相關密切接觸者進入檢疫中心接受檢疫。
警方已採取多項措施，包括在沒有衛生防護中心進一步評估前，與該
警員駐守同一小隊的所有警務人員，將不會安排與市民接觸；由2月29
日開始，所有在深水埗警署工作的警務人員均需戴口罩；安排徹底清潔
及消毒相關警署設施；提醒同事減少社交接觸，減低傳染風險等。

個案回落恐風雨前平靜

一概而論提出建議，但認為即使
須維持必要服務，亦毋須全數員
工在同一工作地點上班。他建
議，公司可考慮採取應變計劃，
將員工分為兩組，盡可能安排高
風險人士如孕婦等家居工作，或
者讓部分員工先放假，減少他們
在工作場所的非必要接觸。

建議老闆安排居家工作
他並呼籲，曾經外遊的員工應向
上司「講聲」，老闆也盡可能安排
有關員工在家工作。他強調需考慮
到高危人士的風險，從源頭控制極
為重要，若病毒從辦公室帶到社
區，只會讓社會百上加斤。
醫院管理局前總行政經理（感
染及應急事務）劉少懷亦指出，
辦公室的防疫要訣，就是必須減
少員工之間的接觸。他舉例，同
事間的對話，可以改為用電話溝
通，避免面對面接觸。另外，文
件的交收則可以放在一個「防疫
點」，而該處不能同時存在兩個
人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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