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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令巿民關注環境衞

生問題，民建聯中西區支部委員調

查區內街巿扶手電梯的含菌情況，

發現部分電梯菌落數目飆升，其中

上環街市的一條通往熟食樓層的電

梯，檢測出超過14萬CFU（菌落成

形單位，即每100平方厘米的含菌

量），高出去年9月同樣檢測結果

500倍。民建聯中西區社區幹事劉

天正對檢測結果表示感到失望，要

求政府增加扶手電梯消毒措施，並

訂立扶手電梯含菌量標準。

街市扶手電梯 含菌超廁板116倍
上環一電梯半年勁升500倍 民記促政府增消毒訂菌量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
府昨日公布，1萬元現金發放計劃
自上月21日開始接受登記，至昨
日下午5時共收到超過550萬個登
記，其中首天登記的市民已超過
200萬，反應踴躍。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指出，由於透過網上理財服務
進行電子登記的比例較預期高，令
銀行能減省部分客戶核實工序，更
迅速處理收到的登記，故上月21
日至30日經銀行進行電子登記的
約430萬名合資格人士，將可提前
於下周一（6日）起的兩、三天
內，經其指定的個人銀行賬戶收到
款項，較原定的7月8日開始收款
為早。
政府指出，至今收到的550萬個

登記當中，約85%即470萬個，是
經21間參與銀行進行的電子登記，
其中64%即近300萬個是透過網上
理財服務的登記，36%即約170萬
個透過銀行網站的登記。

逾八成電子登記 可早兩天發款
陳茂波表示，很高興大部分市民

響應政府及銀行呼籲，透過網上理
財服務或銀行網站進行電子登記，

佔現有登記逾八成，計劃在過去約
兩星期的運作十分暢順，故可提早
兩天開始發放款項，「經銀行進行
電子登記，是最方便穩妥及最快收
到款項的方法」。至於7月1日起經
銀行進行電子登記的市民，會在登
記後約一星期收到款項。
使用書面表格透過銀行或香港郵

政登記的人士，則須按年齡分批進
行登記，首批1955年或之前出生
的人士，已於6月 21日起開始登
記；第二批（1956年至1970年出
生人士）開始登記日期為 7月 5
日，而7月5日至18日進行登記人
士，會同步在8月3日左右開始收
到款項或領取支票通知，市民無須
急於在首一兩天登記，亦無須親身
遞交表格。
特區政府並提醒市民小心處理自

己的個人資料，以免不法之徒以現
金發放計劃為借口，騙取個人資料
或金錢。政府和銀行不會致電市民
索取任何資料作登記之用。政府和
銀行也不會通過電郵或短訊要求市
民直接或經超連結提供個人資料。
市民若收到這些電話、電郵或短
訊，切記勿提供個人資料。

逾550萬人申一萬元
最快下周一收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創
新及科技局昨日宣布，未能親自領
取銅芯抗疫口罩的市民，下周一（6
日）起至本月15日期間，可以授權
其他人在郵局等地點代領口罩。
創科局指出，到郵局代領的獲授

權者須向職員出示授權人的香港身
份證副本，及其簽署的授權證明正
本或副本，影印本或電子版本都可
接受。授權證明須包括授權人姓名
及香港身份證號碼、獲授權人士姓
名及香港身份證號碼，以及註明授
權索取成人口罩尺碼。
房委會及房協屋邨的租戶，亦

可以授權他人到屋邨辦事處代領
口罩。獲授權者須向辦事處職員
出示授權人所居住單位的租約正
本及香港身份證副本。租約上必
須列有授權人的姓名，毋須另行
出示授權證明。獲授權者亦須向
職員出示其香港身份證正本，以
證明其身份。
郵政局或屋邨辦事處職員會即場

驗證授權人的香港身份證號碼，如
確認其未曾索取口罩，職員會派發
一個成人尺碼銅芯抗疫口罩，而每
名獲授權人士每次可最多可代領兩
個口罩。

銅芯口罩下周一起可代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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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巿

上環街市

士美菲路街市

士美菲路街市

士美菲路街市

士美菲路街市

扶手電梯

大道中街入口
（1樓往2樓）

石山街入口
（1樓往G樓）

士美菲路入口
（2樓往1樓）

石山街入口
（2樓往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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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樓往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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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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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300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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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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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0

16,000

15,000

升幅(倍)

500

11.6

40

53.3

22.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市民期待已
久的六合彩攪珠即將崔護重來，讓巿民再續
橫財夢！香港賽馬會昨日宣布，鑑於新型冠
狀病毒疫情漸趨緩和，決定本月21日起恢復
舉行六合彩攪珠，並提早於本月16日中午12
時開始發售，頭獎基金續為800萬元。馬會同
時宣布，場外投注站的服務時間將由本月16
日起回復正常。
受疫情影響，馬會今年2月1日起暫時停辦
六合彩，以減少社交接觸。馬會早前表示，
截至4月26日，疫情期間共取消38場六合彩

攪珠，投注額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8億元。按
此推算，若六合彩一直停辦至本月底，損失
的投注額約翻了一倍至近40億元。
馬會昨日則宣布，鑑於新冠病毒疫情漸趨
緩和，已於較早前在非賽馬日重開場外投注
處，以提供賽馬投注及顧客服務。經審視重
開的運作情況後，決定回應顧客的期望，由
本月21日起恢復舉行六合彩攪珠。

16日起發售 首周兩天攪珠
為避免大量顧客聚集在場外投注站購買六

合彩彩票，恢復攪珠後的首周只設兩天攪
珠，其中21日的攪珠將提早於本月16日中午
12時開始發售。該期攪珠結束後，隨即發售
下期（本月25日）攪珠的彩票。馬會將密切
留意恢復攪珠後的情況，以決定往後攪珠的
安排。
另外，電話投注將由本月16日起恢復提供足
球投注服務，同日起場外投注站的服務時間亦
將回復正常，即六合彩攪珠日中午12時至晚上
9時30分，及非六合彩攪珠日的中午12時至晚
上8時。所有顧客在進入場外投注站前須接受
體溫檢查，並須在場內佩戴外科口罩。馬會將
在投注站出入口為顧客提供酒精搓手液，並在
場內實施特別措施以確保適當的社交距離。

六合彩21日起復攪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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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中西區支部繼去年9月進行同類
檢測後，今年3月再委託化驗所分別

為中西區的士美菲路街市、石塘咀街市、
西營盤街市及上環街巿共25條扶手電梯進
行細菌檢驗，檢測於上午9時至11時繁忙
時段進行，以100平方厘米面積掃取扶手電
梯，採集細菌樣本。

25扶手電梯18條菌量上升
結果顯示，25條扶手電梯有18條含菌量
也有上升，當中14條菌量超過家用廁所板
的1,200 CFU，最高達116倍，當中上環街
市大道中入口由一樓往二樓的電梯扶手，
菌量達14.3萬CFU，是去年含菌量檢測的
500倍，為所有街市扶手電梯之首，該街巿
其餘五條扶手電梯，有四條含菌量也有上

升，僅二樓往一樓的電梯由去年1,300 CFU
跌至今年僅90 CFU。
同時，士美菲路街市10條扶手電梯含菌
量也上升，當中六條超過1萬CFU，石山街
入口由一樓往G樓的扶手電梯去年菌量為
3,700 CFU，今年檢測顯示該扶手電梯菌量
升至4.3萬CFU，增加11.6倍，居第二位；
該街巿士美菲路入口二樓落一樓的扶手電
梯菌量達2.4萬CFU，排名第三。
至於石塘咀街市，四條扶手電梯檢測結

果較為理想，最高含菌量的是M樓往一樓
的扶手電梯，錄得3,800 CFU，較上次檢測
上升1.5倍；西營盤街市五條扶手電梯中，
四條菌量則下降，只有一樓魚檔往第三街
地下魚檔的扶手電梯含菌量達6,200 CFU，
較去年檢測上升3.4倍。
劉天正對檢測結果感到失望，不明為何

在疫情下衞生情況會較以往差。他又指
出，金黃葡萄球菌、鏈球菌及大腸桿菌等
細菌常見於公眾地方，雖能夠直接用清水

清洗乾淨，但疫情下也需要提防，因此建
議政府訂立「電梯扶手含菌量」標準，並
運用科技產品如光觸媒、紫外光等技術殺
菌，或在電梯扶手上噴上塗層防菌，並加
強清潔電梯扶手。

食環：安排加強清潔消毒
食環署發言人回應指，街市服務承辦商

除每晚徹底清潔街市及其設施外，每日均
會清潔自動扶手電梯扶手帶，並按電梯使
用量及其坐落地點適當地增加清潔和消毒
次數。為加強扶手帶清潔衞生，署方已安
排承辦商加強自動扶手梯的清潔及消毒工
作。
他續說，承辦商一般採用具殺菌效力的

清潔劑進行日常清潔工作，因應新冠病毒
疫情，承辦商亦會以1比99稀釋家用漂白
水每小時為扶手電梯扶手帶消毒一次，該
署亦於街市範圍內放置消毒搓手液供市民
使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昨日新增
五宗新冠病毒輸入個案，而衞生署指出，由
於經香港國際機場抵港人士數量大增，故要
調節檢測結果的等候安排，倘檢測人數超過
亞洲國際博覽館臨時樣本採集中心，以及富
豪東方酒店等候檢測結果中心的上限，則來
自風險較低地區人士提供深喉唾液樣本後，
毋須等候結果，便可直接自行到酒店或返家
進行14天強制檢疫。
本港昨日未有本地感染個案，但連日來續
有外地返港的輸入病例，衞生防護中心指出
昨新增的五宗確診個案，涉及一男四女，年
齡介乎3歲至49歲，患者分別從巴基斯坦、
印度、哈薩克、菲律賓及英國抵港，令本港
累計有1,247宗確診及一宗疑似個案。
新增患者中，一名33歲女患者（第1246

宗）3月6日到哈薩克，上月22日有咳嗽及喉

嚨痛病徵，周四（7月2日）返抵本港後於富
豪東方酒店等候檢測結果，確診後送院；另
一來自菲律賓的26歲女子上月29日已有咳嗽
症狀，周四抵港經檢測確診由亞博館送院。
此外兩名確診者為9歲女童（第1244宗）及3
歲男童（第1245宗），他們分別由巴基斯坦
和印度返港，同行家人已確診，兩人均無病
徵，由檢疫中心送院。
衞生署表示，由於近日經香港國際機場抵

港人士大增，署方檢視亞博館和富豪東方酒
店的容量上限後，認為需要因應每日抵港人
數調節檢測結果等候安排，倘預計當日抵港
人數超出兩個中心可容納人數上限，會按風
險評估採取分流措施。
來自風險較低地區人士提供深喉唾液樣本

後，可自行到酒店或返家行強制檢疫14天，
倘檢測結果為陽性，署方會盡快安排他們送

院，並安排密切接觸者到檢疫中心。就等候
檢測結果中心的留宿安排，署方會因應設施
容量及當日下午抵港航班人數靈活處理，有
需要時即使下午抵港人士，亦會安排留在臨
時樣本採集中心等候結果。

返港人數增 檢測設分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肺炎疫情
嚴重打擊本港經濟，各行各業艱苦經營，經
民聯成員昨與特首林鄭月娥會面，建議政府
撥款3億元推出一項涵蓋飲食、零售及旅遊界
別，鼓勵市民消費的計劃，市民在食肆或零
售店舖消費逾2,000元，可獲價值500元特色
旅遊產品，期望計劃能提振香港消費市道，
助香港經濟走出谷底。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及副主席林健鋒表示，
特區政府可更積極地鼓勵市民利用「現金發
放計劃」收到的一萬元現金加強消費，令處
於寒冬的零售、飲食及旅遊業得到紓緩及幫
助香港經濟走出谷底。
林健鋒進一步指出，該構思包括市民在參加

計劃的指定零售商戶或食肆消費後，集合四張
由不同商戶發出的電子貨幣付款收據正本，每

張金額不少於500元，即可選擇價值500元的不
同特色旅遊產品，包括本地旅行團團費、景點
入場券、酒店房間住宿及酒店餐飲服務等。
經民聯建議有關禮券由政府全額資助，並

呼籲政府撥款3億元來推動相關消費計劃，預
料有關計劃可為零售及飲食及旅遊業帶來12
億至15億元的生意額，進一步加快香港經濟
復甦的步伐。

經民聯倡政府撥3億元谷消費

■（左起）民建聯中西區社區幹事張嘉恩、楊開永、劉天正、莫淦森、楊學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民建聯中西區支部在區內四個街巿電梯扶手進行細菌檢驗，公布檢驗結果。圖為最多菌
的上環街巿往熟食中心樓層扶手電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抵港人士大增，署方認為需要因應每日抵港
人數調節檢測結果等候安排。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