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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留轉機客入機場隔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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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因應疫情禁止非香港居民

接受採深唾檢測 專家憂現交叉感染

從海外國家入境，轉機服務現雖
恢復，但旅客須先在出發地辦理
登記手續並持登機證列印本才可
過境，現時仍有最少六名轉機旅
客因未符有關要求，結果滯留本

患，職員曾提出將她送院檢查，但遭拒
絕，堅持在機場逗留。

港機場禁區。機場管理局表示已

加國赴越南 困港三個月

設隔離區讓他們逗留，避免與其
他旅客及員工接觸，衞生防護中
心決定為他們採集深喉唾液樣本
檢測，但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
會主席梁子超認為，機場未必有
足夠地方將每名旅客分隔，擔心
出現交叉感染，建議政府重新檢
討轉機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早前十名迪拜來港擬轉機不果的內
地旅客滯留機場，最後被送往檢疫
中心外，另有一名內地婦在微博稱，本
月 13 日由英國抵港後未能入境，滯留機
場禁區至今約半個月。
機管局發言人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表
示，本月 14 日已接獲通知，指英航將該
名擬在港轉機往內地的乘客接載來港，
惟香港國際機場現沒有提供轉機到內地
任何目的地的服務。
發言人指出，該局與英航一直與該名
旅客保持聯絡並主動提供協助，並聯絡
其在英國的家人，該旅客自稱為長期病

除

另外，國泰航空發言人向香港文匯報
證實，有旅客在機場禁區滯留三個月，
該旅客 3 月由加拿大擬經香港轉機往越
南，惟越南因疫情緊急封關，航班取
消。涉事旅客抵港時，本港未實施中轉
客的限制，由於該旅客冀能第一時間乘
搭可行的越南航班，故選擇逗留在機場
禁區。發言人表示事件發生後已通告當
局，並努力為他物色機位和提供適切協
助。
機場禁區亦有另幾名滯留旅客，香港
文匯報查詢確實人數、來自哪些國家和
涉及的航空公司，但機管局表示沒有補
充，只表示已設隔離區域分隔他們與其
他旅客和員工，航空公司須負責提供食
物，並迅速安排旅客返回出發地。
衞生防護中心亦已和機管局建立機
制，會為滯留旅客採集深喉樣本，衞生
署發言人指至今已安排六名滯留旅客檢
測，全部對新冠病毒呈陰性反應。
至於早前十名迪拜抵港的內地旅客獲
安排入住檢疫中心，食衞局發言人回覆
香港文匯報解釋，除非過境旅客疑感染
新冠病毒、出現病徵或屬確診病者的緊
密接觸者，否則強制檢疫機制只適用於
入境旅客而非過境旅客，由於該十名旅
客同機有逾二十名乘客先後確診，食衞
局發言人指他們屬確診者的緊密接觸

▲有旅客在機場禁區滯留。

◀機場管理局表示已設隔離區讓滯留旅客逗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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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連續 15 天零確診

者，須接受強制檢疫。

梁子超倡重新檢討轉機政策
梁子超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機場
未必有足夠地方將每名旅客分開隔離，
擔心若有滯留者染疫，或出現交叉感
染，倘他們在機場四處徘徊及接觸其他
旅客，有機會將病毒散播，建議政府重
新檢討轉機政策，包括考慮限制高風險
地區人士在港轉機。
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副主席李
永富指出，旅客即使安排在隔離區，仍
可自由活動，包括到餐廳和洗手間等，
認為機管局要通知員工隔離區確實位
置，讓他們避免進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昨日新增
兩宗確診新冠輸入個案，本地個案則連續 15
天本地零確診。新增個案的患者於潛伏期身處
印度，上周六（27 日）由當地返港，其中 38
歲男患者（第一千二百宗）回港當日發病，出
現頭痛，另一名 12 歲女童（第一千一百九十
九宗）則沒有病徵，兩人由檢疫中心送院治
療。

新增兩宗印度輸入個案
衞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兩名新增的確診新
冠病毒患者，今年 2 月 5 日至 6 月 27 日均身處

■有鑽石公主號郵輪港人乘客回港後贈送牌匾予入
境處，答謝部門協助。

■人員需
花額外時
間了解當
地情況。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處理的港人求助來自世界各地，辦公室掛有多個顯示不
同國家時間的時鐘。
等協助港人的大型行動，主要留守總部負
責後勤支援，但今次疫情親赴日本協助鑽
石公主號郵輪的滯留港人，需直接面對求
助人，處理他們言語不通、飲食不對胃口
等各種問題，更要疏導他們的情緒。

26人增至500人 速助滯外港人
他最感深刻的是新年期間，最後一位離
開日本的康復者與妻子先後確診，被送往
不同醫院，入境處多番努力協調，包括尋
求中國駐日本國大使館協助，終令兩人能
同住一間醫院，但其妻狀況每況愈下，丈
夫陪伴妻子在日本走完人生最後一程，種
種情景令他動容，也令他學懂珍惜眼前人
的道理。
面對大量求助，總入境事務主任鄺慧賢

則表示，入境處迅速調撥人手和資源，小
組由編制的 26 人增至約 500 人，協助適切
處理每宗個案，「有派往外勤、有接聽來
電、有協助接收電郵求助，工作確實很具
挑戰性。」
她曾參與 2011 年日本 3．11 地震協助港
人相關行動，表示部門當時也加派人手，
但人數無法與今次相比，今次更要在總部
設特別指揮中心，而小組成員長時間工
作，不少成員自願放棄周末休息時間回辦
公室，「若非同事上下一心，我們不可能
在這麼短時間內協助大量港人。」
隨着智能電話普及，入境處正研究引進
新途徑如手機應用程式、通信軟件等，讓
在外港人有更多渠道直接聯絡小組，也能
讓小組更迅速提供協助。

社區抗疫連線至今派逾 1700 萬口罩
■「全港社
區抗疫連
線」在過去
近 5 個月，
共派發逾
1,700 萬 個
口罩及抗疫
物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蕊）本港疫情持
續放緩，「全港社區抗疫連線」昨日召開工
作發布會，總結從今年 2 月成立以來至今，

在港九新界 18 區開展社區防疫、抗疫行動
的經驗及成果，在過去近五個月，連線向有
需要及弱勢社群等，共派發逾 1,700 萬個口

罩及抗疫物資。
為凝聚社會各界力量，傳遞「社區抗疫，
你我出力」的正能量，愛國愛港團體及人士

寄藥惠逾萬人次 工聯倡名額倍增

入境處抗疫熱線 半年接 1.5 萬求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疫情肆
虐全球，不少國家和地區「封城」阻止
疫情蔓延，卻令身在外地的港人滯留當
地。入境事務處今年 1 月設立 24 小時熱
線，截至 6 月 24 日，協助在外香港居民
小 組 接 獲 逾 15,700 宗 求 助 ， 高 峰 期 曾 在
一小時內接獲超過 400 宗求助，需啟動全
數 46 條線應對，小組曾安排或協助滯留
武漢、日本、印度等地港人搭包機或特
別航班回港。
政府新聞網昨日上載一篇報道，兩名
入境處人員近日接受該網訪問，分享疫
情期間協助滯留港人的工作點滴，以及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的新動向。
2016 年加入小組的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梁
慶華，曾參與日本熊本地震、北海道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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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兩人上周六返港，抽取深喉唾液樣本進
行病毒檢測後，至昨日確診並由檢疫中心送
院。中心指兩宗確診個案有流行病學關連，他
們正繼續跟進個案的流行病學調查及接觸者追
蹤的工作。連同這兩宗病例，本港累計有1,199
宗確診個案和一宗疑似個案，如果今日再有確
診個案，本港確診人數或會突破1,200宗。
另外，醫管局指出，截至昨日中午 12 時，
過去 24 小時有九名確診病人出院，而至今康
復出院的確診或疑似病人合共有 1,104 人，仍
有 87 名確診病人分別於九間醫院留醫，當中
一人情況危殆，其餘86人情況穩定。

■（左起）謝先生、工聯會理事長黃國、工聯會副秘書長曾志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少
港人在廣東省居住，但疫情令部分人
未能返港，當中包括有長期病患者，
政府今年 3 月委託工聯會承辦寄藥到
內地予港人的服務，惟疫情持續，需
要寄藥的人數增加，工聯會囿於每周
寄藥名額只有 400 個，未能支援所有
有需要的港人。
謝先生便指其在廣州的妻子有心血
管病，不但未能回港覆診，亦因寄藥
配額所限未能向其提供藥物，工聯會
則希望政府因應情況倍增名額至每周
800 個，並希望港府實施健康碼時提
供一定名額，予需奔喪及有病患等有
特殊需要者，讓他們出入境免除檢疫
安排。

盼健康碼助港人回港覆診

曾使用工聯會寄藥服務的謝先生表
示，其妻過去一年居於廣州以照顧孫
兒，但本身有心血管病和高血壓，因
此需要食降血壓藥和定期覆診。他指
出，早前取藥後經電話預約，能夠成
功寄藥到廣州給予妻子，但現時則無
法寄藥，連電話也打不通。

於今年 2 月初牽頭成立了「全港社區抗疫連
線」，連線的多名總召集人陳振彬、蘇長
榮、王惠貞及陳勇聯同不同嘉賓，在昨日的
工作發布會上，分享近五個月來的抗疫心路
歷程，並展望未來的工作。
他們指，自連線成立以來，先後向全港前
線管理員、清潔工、商舖服務人員、的士司
機、學校教職員、弱勢社群及有需要的長
者、兒童等派發逾 1,700 萬個口罩及抗疫物
資。當中，在今年 2 月疫症初期，口罩難
求，連線舉辦「百萬口罩獻愛心」活動，在
全港 18 區向有需要的基層市民，特別是 65
歲以上長者派發口罩。
除派發抗疫物資外，連線亦聯同浸大中醫
藥學院合作，免費派發 6,000 劑「浸大防感
方」，以幫助長者提升免疫力，抵禦疫情。
此外，為支持全港學校及家長們做好防疫
抗疫工作，照顧不同家庭兒童對口罩的大量
需要，連線在 3 月至 6 月期間，分別向全港

他又表示，妻子在港的主診醫生亦
向他表示，其妻需要覆診才能追蹤其
病情變化對症下藥，但現在進出香港
需要在本港及內地隔離 14 天檢疫，
並需要自行負擔所有費用，對於他們
這些小市民是一個壓力，因此希望政
府盡快推行並放寬健康碼支援對象，
容許其妻回港覆診，並豁免兩地各 14
天的強制檢疫。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表示，工聯會 3
月起承擔寄藥行動，為未能回港覆診
和取藥的居內地港人寄送醫院處方藥
物，至今 31 場行動已有 11,300 人次
受惠，惟寄藥行動是短期計劃，每次
寄藥的地點會有變動，導致有巿民
「摸門釘」。隨着疫情持續，現時寄
藥服務的需求量增加，但人手不足，
每周只能夠提供 400 個寄藥名額，故
希望政府能夠把有關服務改為長期計
劃，並增加一倍名額至 800 個，提供
固定地點，方便市民寄藥。
工聯會副秘書長曾志文則說，若短
期內未有措施能讓居住在內地的長者
回港覆診，寄藥服務有必要繼續舉
辦。

逾 1,000 間學校的老師，提供 10 萬支搓手液
及 59 萬個成人口罩，亦開放線上及地區平
台接受全港各家長申請，分批免費贈送逾70
萬個兒童口罩。
連線亦先後舉辦多項活動，包括「向大廈
保安員致敬」、「向堅守崗位的醫護人員致
敬——大廈外牆燈飾標語展示」等，為在抗
疫最前線奮戰的工作人員加油打氣。
總召集人陳振彬表示，疫情爆發初期，口
罩供不應求且價格昂貴，普羅市民要通宵排
隊購買亦一罩難求，基層巿民更加是徬徨無
助，抗疫連線從 2 月起組織了多場派發口罩
活動，除了解社會大眾燃眉之急，亦起到幫
助市場平衡價格作用，令口罩價格於 2 月底
開始降低。
陳勇亦提到，香港在抗疫上奪得階段性成
果，實有賴於和內地合作，進行科學抗疫。
本港現時疫情明顯有所放緩，連線呼籲巿民
不要鬆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