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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昨日新增4宗從巴基斯

坦輸入的肺炎確診個案，並無

本地確診。此外，香港特區政

府因應北京提升「公共衞生事

件應急響應級別」，前日已即時加強對從北京抵港者的檢測，作為「聯

防聯控」的安排，過去14天曾到訪北京的抵港者，即使獲得豁免檢

疫，也會獲發樣本瓶，須自行收集並交回深喉唾液樣本進行檢測。有微

生物專家指出，雖然北京的疫情暫時不會對香港構成嚴重威脅，但認為

香港應全面取消對北京來港者的檢疫豁免，更建議追蹤本月初起曾到北

京的獲豁免者，為他們補做病毒檢測。

經京訪港客入境檢疫限制收緊
縱獲豁免須自蒐深喉樣本交診所 同時接受醫學監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何栢良指北
京疫情暫時未
有對香港構成
嚴重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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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天內曾
到訪北京者，
將獲樣本瓶檢
測。圖為香港
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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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樓
價高，租金貴，住屋重擔是生活「重
中之重」。中大昨日公布的一項研究
指出，港人住屋負擔能力愈重，身心
健康狀況愈差，若扣除住屋開支後，
收入所餘無多，日常生活開支匱乏，
身心健康質素進一步惡化。住屋負擔
能力較差者，部分會患抑鬱、痛症
等，住屋壓力還可以導致精神病和身
體調適負荷過重，患上心血管疾病風
險增加。研究團隊促請政府加強推出
房屋政策，例如加快供應更多公屋和
過渡性房屋。

剩餘收入愈多 健康愈好
中大健康公平研究所的研究團隊於

2014年至2015年間，訪問1,978名香
港成年人，了解他們的住屋負擔能力
和身心健康之間的關係。受訪者以扣
除住屋開支後的個人剩餘收入計算，
分為四個收入組別，包括剩餘收入少
於1.1萬元的第一組，和剩餘收入多於
2.9萬元的第四組。研究發現，市民的
剩餘收入愈多，身心健康質素愈好，
反之住屋負擔愈嚴重，健康愈差。而
住屋負擔能力較差的受訪者通常是公

屋住戶，他們年紀較大和教育水平較
低，少運動和有吸煙習慣等。
除計算剩餘收入，研究亦評估市民

生活中匱乏情況，從不同範疇的21個
項目包括衣服、食物、醫療、甚至是
「派利是」等，反映市民因為貧窮或
不能應付的生活必需開支，對身心健
康影響。研究發現，當港人住屋負擔
能力愈低，其生活必需品匱乏的機會
就愈大，其身心健康亦隨之愈差。
中大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院長

黃仰山表示，住屋負擔能力較差者，
部分會感到抑鬱、有痛症等，身心健
康質素有如慢性疾病患者。
而住屋負擔能力造成的壓力可導致

精神病和身體調適負荷過重，荷爾蒙
失調和皮質醇偏高，患上心血管疾病
風險增加。
但研究所副所長鍾一諾指，今次的

研究結果和現況有滯後的情況，估計
受當前疫情和去年社會事件影響，現
時的情況有所加劇，建議政府為生活
狀況處於匱乏人士，制訂針對性的房
屋政策，例如加快供應更多公屋和過
渡性房屋，解決他們的住屋負擔能
力，亦有助減低社會健康的差異。

應對次波疫情 二線床增至500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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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頌雄倡設鐵路部減工程超支延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度因為新
冠肺炎疫情在歐美擴散、航空公司大幅削減
或停飛航班的英國及美國專遞郵件服務，香
港郵政昨日宣布，航空公司已逐漸提供有限
度的空郵運載力往英國和美國，惟只能應付
特快專遞服務的郵量，故於今日起首先恢復
寄往英國和美國的特快專遞服務。

然而，當地郵政機關通知其運作仍因疫
情受到影響，故當地的派遞將會有所延
誤。
市民可瀏覽香港郵政網站www.hongkong-

post.hk/tc/about_us/whats_new/notices/in-
dex_id_938.html 以參閱各海外目的地現時
可提供的服務類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下午近
六時，瑪嘉烈醫院傳染病中心九樓隔離病房
的負壓系統響起警報，職員隨即通知機電工
程署人員，10分鐘後負壓系統恢復正常運
作。機電署初步檢查發現洗手間抽氣系統失
靈，導致負壓系統發生故障；當時共有四名
病人於受影響的病房留醫，全部與新冠肺炎
無關。

事件發生期間，沒有人進出受影響隔離病
房內的任何病室，病室內亦無進行任何高風
險醫療程序，所有病房職員於警報響起後立
即佩戴N95呼吸器。根據院方評估，事件構
成感染風險的機會非常低。
但院方非常關注事件，已要求機電工程署全

面檢查系統以確保正常運作。該院已透過「早
期事故通報系統」通報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

英美特快專遞郵政服務恢復

瑪嘉烈隔離病房負壓系統響警報

■陸頌雄(右一)
指香港鐵路無論
在前期規劃抑或
施工階段，效率
均顯著遜於深圳
及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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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拔陞表示醫管局
已着手準備應對下一
波疫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醫管局大會會
議，議程包括2019
冠狀病毒病最新情
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本港鐵
路近年經常出現列車故障及工程延誤事
件，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主席陸頌雄昨
日連同工聯會轄下香港鐵路運輸專業人
員協會舉行記者會，指本港鐵路無論在
前期規劃抑或施工階段，效率均顯著遜
於深圳及新加坡。
協會建議成立一個鐵路發展部門以提

升效率及加強監管，並可考慮引入政府
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PP模式），或
適當引入競爭以提升質素，減低延誤和
超支機會。
協會經比較後以沙中綫為例指出，其

工程實際進度嚴重落後於政府《鐵路發
展策略2000》的目標；而《鐵路發展策
略2014》中涉及的工程，更落後預期發
展目標至少五年。相比之下，深圳與新
加坡的鐵路項目多能按時或提前完成。
協會主席張年生表示通過橫向比照分

析後發現，深圳市政府在公布鐵路規劃
前，會先將規劃交由發改委作可行性研
究，其後再交由深圳地鐵公司進行設計
和施工建設；新加坡的鐵路規劃、設
計、核准及施工建設更全部由政府部門

即陸路交通局獨力完成。然而，香港的
鐵路建設需經過政府冗長的可行性研
究、評估、詳細規劃與設計、立法會審
議和撥款、招標等程序，因此一般比其
他兩座城市耗費三四年甚至更多額外時
間，以致時常超支。

建議引入PPP模式升施工效率
針對前期規劃，協會建議特區政府參

考沙中綫紅磡站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報
告，成立一個鐵路發展部門以提升效率
及加強監管；後期建設方面則可引入政
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PP模式)，或適
當引入競爭以提升施工效率和品質，降

低因工程品質問題和施工延誤而導致超
支的機會等。
陸頌雄指出，沙中綫及高鐵的經驗暴

露了服務經營權模式的缺陷，因此政府
除了考慮PPP模式外，也可考慮擁有權
模式，使政府毋須再承擔超支款項，減
少鐵路施工方延誤的誘因，並讓項目毋
須由立法會撥款。
他同時指出，《鐵路發展策略2014》

涉及的七條鐵路項目，至今只有兩條較
小規模的鐵路已提交至立法會審議，進
度過於緩慢，促請政府能盡快將餘下5
條路線提交至立法會審議，讓市民能盡
早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疫情
暫時放緩，醫院管理局表示上月開始逐
步恢復公立醫院服務，包括預約診斷、
專科門診、內窺鏡等，至今已達到疫前
的約九成水平，但估計仍需要半年時間
才可清空專科門診的積壓個案。
另外，醫管局已着手準備應對下一波

疫情，目前二線隔離床已增至500張，
並研究設立社區復康設施，惟選址未
定，現有檢疫設施如鯉魚門度假營、駿
洋邨或亞洲國際博覽館等都在考慮之
列。
醫管局昨舉行大會，感染及應急事務

總行政經理莊慧敏會上指出，截至6月
16日有1,093名香港居民及20名非香港
居民確診或疑似確診，患者年齡中位數
是35歲，六成為輸入個案，另有21.5%
（239宗）確診者並無病徵，而醫管局

透過加強化驗室監察計劃，已進行5.8萬
多次病毒檢測，識別出128宗確診個
案。
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則表示，受疫

情影響，該局2019至20年度的272項計
劃項目中有48項延誤，當中九龍東及新
界西醫院聯網日間復康服務的1,400個名
額，以及長者日間服務500個名額將延
至明年首季推行，倘未來疫情嚴峻，不
排除再會延誤。

專科門診清積壓個案料需半年
高拔陞會後表示，現時新冠疫情放

緩，公院過去一兩個月正逐步恢復恒常
服務，當中預約放射診斷服務已完全恢
復，而專科門診、非緊急手術及內窺鏡
等服務已回復至疫前約九成水平。
醫管局會在周末增加專科門診節數，

以逐步清理積壓的個案，但預計要數月
至半年才可完全追回。
他又表示，醫管局已着手準備應對下

一波疫情來襲，包括改裝多100張二線
隔離病床，令二線床數目累計增至500
張，倘再爆發疫情，將考慮更早啟用社
區隔離設施，安置病情穩定的確診病
人，騰出更多病床照顧有需要的確診
者，但有關設施選址未定，現有檢疫設
施如鯉魚門度假營、駿洋邨或亞洲國際
博覽館等都在考慮之列。
病毒檢測量方面，他表示局方正加強

為院舍病人、精神科病人和需返院洗血
腎科病人進行檢測，暫檢測結果均呈陰
性，下一步擬配合衞生署擴大為普通科
門診病人測試，以及進行社區篩查。醫
管局現時日檢測能力為1,000次至1,500
次，試劑存量約可使用多半年。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指出，北京市當局
因疫情發展，已把突發公共衞生事件

應急響應級別由三級上調至二級，加強多項
防控措施，包括恢復社區封閉式管理及嚴禁
涉疫風險人士離開北京。一般而言，所有人
如非必要不應離京，需要離開人員則須持有
七天內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本港
衞生署為審慎起見，會加強港口衞生防控工
作及有關抵港者的檢測。
根據現行的強制檢疫規例，所有抵港前

14天曾到訪內地（包括北京）、澳門或台灣

的入境者，經香港國際機場抵港而沒有病
徵，須到亞博館臨時樣本採集中心收集深喉
唾液樣本，並在指定地點等候檢測結果，確
認陰性後才在家居或其他住所等指定地點，
接受14天強制檢疫。

曾訪京陸路客亦獲樣本瓶
以上檢疫規例將沿用，但獲豁免檢疫者則

需收緊入境限制。過去某些有必要頻繁往來
本港及內地並符合特定條件者，可獲豁免檢
疫，但前日起這些獲豁免者若抵港前14天

曾到訪北京，入境時獲發樣本瓶，他們需要
依照指示自行於家居收集深喉唾液樣本，並
於收集當日早上交回其中一個收集診所進行
檢測，同時要接受醫學監察。
同時，從陸路口岸抵港者，若過去14天

曾到訪北京，一般在離開北京時須持有七天
內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但為審慎起見，新
安排是所有過去14天曾到訪北京的人，無
論是否獲豁免，也會獲發樣本瓶，同樣需要
按指示自行收集及交回深喉唾液樣本作檢
測。

何栢良：京疫未對港構成威脅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

昨早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北京的群組感
染情況令人關注，惟相信北京今次的疫
情，不會如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般大規模。
他並表示，新個案均可追查到患者感染源
頭，疫情亦沒有擴散至其他省份，相對全
球現時每日仍有大量確診個案，北京的疫
情暫時未有對香港構成嚴重威脅。
不過，他預料北京在未來一兩星期仍然

會出現確診個案，香港特區政府亦應該提
高警覺，暫停北京抵港者獲豁免檢疫的安
排，並追蹤本月初起到過北京的獲豁免
者，為他們補做檢測，以找出「隱形患
者」。
本港除早前的沙田瀝源邨群組外，近期

並無其他本地確診病例，衞生防護中心昨
公布4宗輸入個案，令確診個案增至1,124
宗，患者介乎3歲至36歲，4人全部曾於今
年2月至本月16日到訪巴基斯坦，他們確
診後由檢疫中心送往屯門醫院隔離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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