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62宗 28歲男 東涌逸東邨康逸樓

第687宗 29歲女 東涌迎康街東環第2A座

第702宗 29歲女 荃灣中心天津樓

第704宗 32歲女 觀塘月華街36號觀塘大廈

第705宗 35歲女 大角咀福明大廈

卡拉OK群組5確診者
個案 患者 住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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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六類娛樂場所日前全

線關閉14天，以配合特區政

府的新一輪防疫措施，惟沒

有涵蓋年輕人熱門的「蒲

點」卡拉OK等場所，引起社會譁然和質疑。言猶在耳，昨日就有卡拉

OK出現群組小型爆發。昨日新增的32宗確診個案中，包括一個卡拉

OK感染群組，7名青年到尖沙咀Red MR「唱K」後，5人先後感染新

冠肺炎，餘下兩人則送到檢疫中心隔離。有傳染病專家指出，卡拉OK

是娛樂場所中傳播風險最高的地方，難以理解政府為何不下令關閉。

唔禁唱K 5人染疫
K房首爆疫揭防控漏洞 專家：不關卡拉OK絕不OK

��(���

本港昨日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增加 32
宗，涉及19男13女，年齡介乎11歲

至86歲，累積個案突破700宗，高達714
宗。
最受關注是卡拉OK感染群組，衛生防
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在昨日的最新
疫情簡報會上表示，出現小型爆發的卡拉
OK群組涉及 7人，他們在上周二（24
日）曾到過尖沙咀Red MR卡拉OK「唱
K」，其中4名女子（第六百八十七宗、七
百零二宗、七百零四宗、七百零五宗）昨
日確診，另一名男子（第六百六十二宗）
則前日確診。

一人當日已發病
張竹君表示，該4名女子中的第七百零四
宗患者「唱K」當日已發病，不排除她才是
源頭，互相傳染的機會較大，餘下出席聚會
的兩人需送往檢疫中心，暫時未知患者當日
與卡拉OK職員是否有密切接觸，中心仍要
追蹤了解他們有否戴口罩。
被問到政府是否應即時禁止卡拉OK營
業14天，張竹君指出，政府有關保持社交
距離的措施已實施，巿民大眾應該盡量避
免聚會，「聚會本身就是高危活動，無論
是唱歌或吃飯，或者大家聚在一起聊天，
都未必會戴口罩，這是為何我們要大家保
持社交距離。」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黃加慶亦表示，「所

有這類活動都是高危，一些非必要的人群
聚集，包括一些社交接觸、玩樂，在這非
常時期要深思。」政府會因應疫情檢視相

關政策是否需要調整。
涉事的卡拉OK店Red MR昨日透過發
言人表示，昨日及今天會關閉尖沙咀加拿
芬道的分店進行徹底深層消毒及清潔，以
及會安排分店所有員工做病毒測試。
另外，昨日確診的4宗沒有外遊史的本

地個案中，有3人均與酒吧群組相關，涉
事酒吧包括尖沙咀「All Night Long」、灣
仔「Dusk till Dawn」及「Draft Land」
等。

湯家驊：港府可增加管制地方
社會質疑政府早前要求六類娛樂場所關

閉14天，卻沒涵蓋卡拉OK及麻雀館等高
危處所，是否「漏招」。對此，行政會議
成員湯家驊認為，政府可立即收緊措施管
制此兩種場所，「未必是看漏了一些情
況，因為卡拉OK一向不是娛樂場所牌
照，有些是食肆牌照，法例的定義上可能
是漏了，但規例是容許政務司司長更改通
告內的內容，他可以增加或減少受管制的
地方。」

洗牌易接觸 竹館同高危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表

示，卡拉OK可能是娛樂場所中傳播風險最
高的地方，「一定比食肆風險大，個個張開
口唱歌，飛沫橫飛，空氣循環又差，你留的
時間又長。種種元素加起來令其風險可能是
娛樂場所中最危險的。至於麻雀館內雖然可
以戴口罩，雙手就無辦法唔洗牌，除非用機
器人『甩』牌，否則會互相接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院迫爆令確
診者未能即時入院，也有從英國返港的病人
到瑪麗醫院求診，在接受病毒檢測期間卻一
直留在未有隔離設施的普通病房，等了10小
時都未能安排入住「第一線隔離病房」。醫
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家獻表
示，該名病人屬初步陽性個案，前日黃昏到
該院急症室求診，當時無發燒或上呼吸道病
徵，只有頭暈及頭痛，醫護人員知道對方由
英國回港後，遂安排在普通病房的單人病房
接受醫療程序，他強調房間內的空調有換氣
系統，醫護亦穿着全套保護裝備為他採取鼻

咽樣本測試，至昨日中午一時，患者已送到
「第一線隔離病房」，無醫護或其他病人列
為其密切接觸者。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黃加慶表示，自1月起

找到病毒檢測方法後，由最初只在醫院進
行病毒檢測，及後不斷擴展，由1月至3月
30日共做9萬個病毒檢測，即每100萬香港
人口進行了1.2萬次檢測，比率可說是亞洲
最高，而海外抵港者交回的檢測病毒樣本
的比率亦達75%至80%。
他表示，現時共有1,600至1,700個檢疫中

心單位容量，中心仍不斷檢視可用的選址，

並就專家委員會建議的「10+4」（即首10天
集中隔離，其後4天居家檢疫）進行商討。
他表示，政府會密切監察檢疫中心使用量
後，再作進一步決定。

普通病房做檢測 等十句鐘才隔離

■左起：張竹君、黃加慶、劉家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繼早前有兩隻
狗被檢出對新冠肺炎病毒呈陽性反應後，漁護
署首次發現一隻貓對該毒病呈陽性反應。該隻
混種短毛貓，居於香港仔一住所，其主人早前
確診，貓隻前日被送到港珠澳大橋口岸動物居
留所接受檢疫。署方於同日為其抽取樣本進行
檢驗，其中口腔、鼻腔及直腸樣本中對毒病測
試呈陽性反應。該貓隻現時沒有任何與相關的
病徵。
漁護署表示，會繼續為上述貓隻進行密切監
察，並會為其進行反覆測試，以及與衛生署緊
密合作，處理相關個案。為確保公眾及動物的
健康，署方強烈建議將與新冠肺炎確診者同住
的寵物（哺乳類動物，包括貓狗），安排在漁
護署的檢疫設施接受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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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
名駐守港口管制組的男入境事務
主任昨日確診新冠肺炎，至昨晚
11 時仍在家中接受隔離等候送
院。入境事務處昨晚接受媒體查
詢時指，該名駐守港口管制組的
29歲男入境事務主任昨日確診，
現已按衛生防護中心指示接受家
居隔離，並等候送院接受治療，
他並不是曾赴日本和武漢的工作
人員，工作期間亦無與市民接

觸。
發言人指，該名確診人員主要

負責後勤工作，最近亦沒有外遊
記錄，目前防護中心正嘗試了解
他的感染原因及有否密切接觸
者，而其工作地點亦已按防護中
心指引，即時進行全面消毒，處
方亦已提醒人員須注意個人衛
生，並時刻提高警覺，他們會繼
續與衛生署保持緊密聯繫，積極
配合檢疫措施。

駐港口入境主任確診
工作期間無接觸市民

警方
早前主

動建議改建八鄉少年警訊中心供政
府作檢疫用途。警方昨午在face-
book發文表示，首階段改建工程
已經完成，提供4座獨立檢疫中

心，每間房設有獨立廁所，可提供
88個單位，並於昨日正式移交予衛
生署，次階段工程亦已經展開，正
在操場上加建120間組合屋，預計
於本月底完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新
冠肺炎疫情未止，香港天氣亦漸轉
潮濕，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
總監何栢良表示，這種天氣使飛沫
的射程增加至8米，提高病毒傳播風
險，他形容有人於濕度高的環境咳
嗽，「飛沫的速度猶如超級跑車，
若加上環境不通風，無人走得甩
（被噴中）。」
有專家提出社交活動保持相距六

個階磚，即使無戴口罩，也可減少
飛沫傳播風險，何栢良昨日在電台
節目則引述美國研究指潮濕天氣或
會影響飛沫射程，他表示飛沫在濕
度高的天氣速度可增至每秒30米，
而射程可遠至8米，猶如超級跑車的
車速。

何栢良籲避免堂食
何栢良明白「限聚」措施對餐飲

業的影響，並心痛餐廳的情況，但
希望市民盡量買外賣，避免堂食，

即使堂食都應避免進食時談話。至
於近日有違反隔離令者被判刑，何
栢良歡迎法庭判決，認為法庭會考
慮嚴重性作合適懲罰。他表示，特
區政府執行措施時須一致，必須對
違規行為「零容忍」。
香港大學醫學院病毒學講座教授

裴偉士表示，新冠病毒在環境中非
常穩定，可以以日計算於多個物料
下存活，例如能在外科口罩表層存
活多達7天，並提醒市民盡量不要觸
碰口罩表層，而手部清潔對防止感
染非常重要。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

和生物統計學分部主任高本恩指
出，目前香港為每名在醫院內出現
肺炎病徵，以至每名有類似徵狀的
回港者，或求診者作病毒測試，測
試數量屬世界最高水平之一。他認
為，為所有人做測試並非公共衛生
應有做法，也不可能為每個人進行
新冠病毒測試。

■涉事的尖沙咀Red MR卡拉OK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工作人員到涉事的卡拉OK店消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潮濕助飛沫增速
射程竟遠達8米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昨晚宣佈，將安
排包機接載滯留秘魯的香港居民返港，包機
暫定於秘魯時間4月3日離開利馬飛往倫敦，
相關乘客之後轉乘已預留機位的航班返港，
費用由用者支付。政府發言人表示，自接獲
有關香港居民的求助後，保安局和入境處已
聯繫中國駐秘魯大使館及多家航空公司，盡
力安排預留機位或安排班機予滯留港人返
港。
發言人表示，由於秘魯正處全國緊急狀

態，所有陸空交通限制非常嚴格，目前在當
地的港人無法透過一般途徑自行安排航班離
開秘魯。是次包機安排，其中部分港人正身
處秘魯不同地方，需乘搭內陸機或其他陸路
交通工具前往利馬，以便集中安排國際航班
從利馬離開秘魯。

滯留者須限期前抵利馬
其中，特區政府正積極與外交部駐港特派

員公署及中國駐秘魯大使館跟進，協助安排

接載身處庫斯科的30多名港人前往利馬；而
身處其他地點的港人會經當地旅行社或交通
服務公司協助安排，他們需於4月3日中午前
抵達利馬機場，以便乘坐專機離開秘魯。
截至昨日中午12時，入境處共接獲91名滯

留秘魯港人的求助，其中包括30多名旅行團
成員。求助者中，9人已通過其他安排離開秘
魯，另一名香港居民日前在當地感染新冠肺
炎不幸離世，而3名屬其緊密接觸者的港人
須留在當地接受檢疫及病毒測試。

秘魯包機後日飛 經倫敦轉機返港

檢 疫 啟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