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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本地零確診維

持三周又再「斷纜」，本

港昨日新增兩宗本地感染

個案，其中一名確診者為居於坪石邨玉石樓的59歲男廚房工，他

於坪石邨彬記粥麵美食及屯門內河碼頭健榮飯堂任職，發病前後

也有上班，其感染源頭不明；另一確診者是於長沙灣一間私家診

所任職的41歲女護士，她上月曾與早前美田邨一名確診者飲下午

茶。中心會向確診者居住的大樓、兩間食肆職員及顧客，以及有

關診所職員等派發深喉唾液樣本瓶，以進行檢測。

男廚女護確診 本地再現感染
一源頭未明一曾與「美田戶」飲茶 相關食肆診所暫停營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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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昨日在疫情簡報會上指出，昨日

新增十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除兩宗本
地病例外，其餘八宗屬外地輸入，令本
港累計共有1,268宗確診及一宗疑似個
案。這是繼上月13日後，再出現本地
感染個案。

男廚右肺有花 血氧含量低
59歲男廚房工（第1269宗），上周二

（6月30日）晚已開始發病，感到頭暈和
發冷，上周五（3日）開始有腹瀉情況，
曾到私家醫生診所求診，他前日（4日）
在荃灣乘西鐵期間頭暈，由港鐵職員安
排救護車送往仁濟醫院，現已轉送瑪嘉
烈醫院。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庾慧玲透
露，男子目前情況嚴重，有肺炎病徵，
右肺中下方有花，且血氧含量低。
張竹君表示，患者居於坪石邨玉石
樓，平日在兩間食肆工作，包括屯門內
河碼頭龍門道健榮飯堂負責廚房工作，
及在坪石邨彬記粥麵美食返夜班。患者
潛伏期內未有病徵，6月25日曾到屯門
「好日子」食肆，同月28日下午3時許
曾到旺角點心圈。由於患者發病前後也
有上班，其工作的兩家食肆所有員工都
要入住檢疫中心，香港文匯報記者昨到
其任職的粥麵店，只見店舖停業。
衞生防護中心會向光顧有關食肆的
居民派發深喉唾液樣本瓶。
庾慧玲則表示，男患者前日早上入
住仁濟醫院的內科單人病房，一名護士
為其抽取深喉唾液樣本時，未有戴上全
套面罩及保護衣，但有戴N95口罩、
手套及眼鏡，被列作緊密接觸者，安排
入住檢疫中心。此外，由於男患者部分
時間沒有戴好口罩，並曾與21名醫護
人員接觸，有關醫護均需接受監察。

或曾接觸隱形患者染疫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
座教授許樹昌昨日在電台表示，根據初
步檢測結果，男患者病毒量非常高，暫
未知其感染源頭，但社區確實有隱形傳
播鏈，不排除男患者曾接觸隱形患者而

受感染。
港鐵指，接獲衞生防護中心通知，

一名本地男子確診感染新冠肺炎，由於
該人士曾到過西鐵線荃灣西站，車站在
接報後已進行深層清潔消毒。衞生防護
中心正安排曾協助該男子的兩名站務主
任及一名承辦商清潔工，進行新型冠狀
病毒檢測。港鐵已安排他們不用上班，
留在家中等候檢測結果。

曾與「美田戶」除罩食下午茶
另一名本地個案的41歲女子（第

1263宗），在長沙灣青山道吳毓輝醫生
診所任職護士，負責執藥派藥，無外遊
記錄。她上月24日與美田邨美秀樓早前
確診的46歲女住戶（第1233宗）一起
在西九龍中心一家快餐店飲下午茶，兩
人相處約半個小時，其間曾有除口罩，
美秀樓確診女住戶當時沒有病徵，確診
後亦未向衞生署匯報兩人見面事宜。
確診女護士上周三（1日）曾與朋友
赴石梨貝水塘行山，翌日發病，出現喉
嚨痛症狀，上周五（3日）開始發燒發
冷，但當天仍有上班，及後她主動留深
喉唾液樣本化驗，結果呈陽性。

診所醫生夫婦有微燒送院
她任職診所的吳毓輝醫生及其妻子都

有輕微發燒，兩人分別被送往明愛醫院
和伊利沙伯醫院，病毒測試暫均呈陰
性。張竹君表示，為安全起見，該診所
的醫生、清潔工人及其他同事都要送往
檢疫中心隔離檢疫。診所昨日貼出告
示，需要休息14天。

八輸入確診 六宗來自巴基斯坦
至於輸入個案，六宗來自巴基斯坦、

一宗來自印度、一宗來自印尼，其中第
1260宗個案的50歲男子，上月20日由
巴基斯坦返港，檢疫第十二天的深喉樣
本呈陽性；第1261宗個案是40歲印尼
外傭，去年12月曾返印尼，今次因有新
僱主故再度來港，與第1132宗個案是朋
友，她上月21日抵港後於鯉魚門接受檢
疫，將近結束時驗出呈陽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坪石邨居民
得悉確診的59歲男子，為同邨玉石樓街坊，並
於邨內粥麵店任職後，直言感到擔憂。有街坊
更表示，粥麵店的餐桌未有根據政府規定保持
1.5米距離，亦曾向老闆娘投訴，有員工沒有佩
戴口罩。
有關粥麵店昨日落閘並貼上衞生署告示，表

示當局將安排玉石樓居民及粥麵店食客檢測新
冠病毒。街坊阿May表示，數天前曾光顧該
店，認為店內衞生環境一般，餐桌沒有相距1.5
米，也沒有分隔座位的膠板，店舖亦沒有提供
酒精搓手液及為客人量體溫。她續說，由於病
毒源頭不明，防不勝防，因此感到憂心。
另一街坊張小姐表示，由於粥麵店下午茶餐

便宜，因此經常光顧，但同樣感覺店內衞生欠
佳，早前亦曾向老闆娘投訴有員工沒有佩戴口
罩，但老闆娘態度「懶懶閒」。
她直言非常擔心會受感染，為安全起見，會
遵從衞生署安排遞交深喉唾液樣本，為自己買
一份安心。
同住在玉石樓的吳先生則表示，由於該店衞

生環境惡劣，因此一直也沒有光顧，所以不擔
心會受感染，但他仍會注意個人衞生。
民建聯觀塘區議員顏汶羽表示，該粥店是邨

內居民經常光顧的食肆，人流甚大，認為政府
應擴大檢測至所有坪石邨居民，以及經常出入
粥店的其他屋邨居民。同時，衞生署及房屋署
應加強清潔粥麵店附近的地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衞生防護中心傳染
病處主任張竹君指出，一
名上周六（4日）確診感
染新冠病毒的36歲菲籍
家傭（第1254宗），只
報稱從台北抵港，隱瞞之
前半年身處屬於高危地區
菲律賓，故獲准先回僱主
居所等候檢測結果，結果
其後證實疫染。張竹君強
調，抵港者應如實申報入
境資料，違者最高可監禁
六個月。另外，對於有外
籍機師確診，令人關注這
些豁免強制檢疫者進入社
區，可能存在檢疫漏洞，
張竹君透露，會研究是否
要求從高風險地區抵港的
豁免者，亦要提交深喉唾
液樣本。
涉事的 36 歲菲籍家

傭，只申報來自較低風險
的台北，事實上，她去年
12月26日至今年7月3日
身處菲律賓，僅於抵港前
從台北轉機。她按衞生署
新政策，在亞洲博覽館臨
時檢測中心留下深喉唾液
後，獲准返回漾日居的僱
主寓所接受家居隔離並等
待結果，惟事後證實確
診。

張竹君指出，近日外地抵港人數
較多，新政策下若檢測人數超出亞
博館及富豪東方酒店上限，允許部
分來自風險較低地區的人，毋須等
候檢測結果，可直接返家檢疫。
她強調，抵港者應如實申報入

境資料，虛報資料最高可判罰款
5,000元及監禁六個月。
她又建議，需要接受家居強制檢

疫者，應長時間佩戴口罩、分開進
食及使用洗手間等，若情況許可，
亦建議檢疫者的家人到親戚家中或
酒店居住。
此外，一名曾到哈薩克斯坦及土

耳其後返港的機師早前確診，他屬
豁免強制檢疫者，抵港後未有進行
病毒檢測。問及豁免檢疫措施是否
存在防疫漏洞，張竹君回應表示，
中心會研究是否要求從高風險地區
抵港的豁免者，亦需提交深喉唾液
樣本進行檢測。
她解釋，若要所有豁免者進行檢
測，難度主要集中在安排處理方
面，並非受檢測能力限制。
另外，豁免檢疫者數量龐大，有

些人僅在港停留數小時，要求這部
分人留樣本意義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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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投訴員工無戴罩 街坊：老闆娘懶理

▲確診男患者於坪石邨內任職的粥麵店，昨日貼出
告示暫停營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衞生防護中心人員昨日到男確診患者居住的坪石邨玉石樓，向居民派發樣本樽，以收集深喉唾液樣本
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女確診患者任職的長沙灣西醫吳毓輝診所昨日暫
停營業，門外並貼出告示「即日起休息14天」
（小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本港昨新增兩宗新冠肺炎本地確
診個案，令本港持續21天本地「零
感染」的記錄中斷，其中一宗個案
源頭未明。本港社區存在隱性傳播
鏈，病毒社區擴散的風險始終不容
低估。根據內地抗疫經驗，實施全
面核酸檢測，可有效切斷隱性傳播
鏈，但本港檢測價格昂貴，成為實
施全面檢測的最大瓶頸。政府應考
慮採購內地試劑，大幅減低本港檢
測費用，提升檢測能力，為避免疫
情反彈創造條件。

根據全球抗疫經驗，全面核酸檢
測可迅速發現並控制傳染源，有效
阻斷傳播鏈條，防止疫情擴散。以
北京為例，北京在新發地農產品批
發市場發生聚集性疫情後，立即全
面啟動核酸檢測工作，在不到一個
月時間內完成核酸檢測 1,005.9 萬
人，目前北京已確診331病例，其中
172例就是通過核酸檢測發現的，佔
比52%。本港抗疫專家早就建議本
港全面實施核酸檢測，但本港檢測
能力不足，已成為防疫的短板。

目前，本港日均檢測能力只有
5,000 個左右，即使 7 月份提升至
7,000個，檢測能力亦大大落後周邊
及內地城市。澳門每日檢測能力已
達 6,000 個；北京市的日檢測量，
由 6 月 11 日疫情爆發初期的 4 萬
份，已提升並穩定在 45.8 萬份以
上 ， 單 日 最 高 檢 測 量 為 108.4 萬

人；上海市每日最大檢測總量可達
約9萬人次。近期有完成14天檢疫
或豁免檢疫人士進入社區，當中有
人曾到高危地方後回港，或是隱性
傳播者，本港的檢測能力不盡快提
升，恐難以迅速發現隱性傳播者，
截斷傳播源。

本港核酸檢測能力提升緩慢，其
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檢測價格昂貴。
目前本港至少14間私家醫院及化驗
機構提供獲當局認可的病毒檢測服
務，收費由1,000多至2,000多元，
最便宜的也要 950 元。同樣的核酸
檢測，上海市從6月30日起價格為
每人次 120 元人民幣（含試劑盒等
耗材），病毒抗體檢測項目價格為
每項 40 元人民幣（含試劑盒等耗
材）；北京市從6月25日起，核酸
檢測價格由180元人民幣/次，降至
120元人民幣/次；江蘇、天津等地
也下調了核酸檢測指導價。國家醫
療保障局為提升檢測能力，鼓勵各
省市集中採購檢測試劑，進一步降
低檢測價格的空間。

本港採用歐洲試劑進行檢測，檢
測價格居高不下，嚴重阻礙提升檢
測能力。特區政府應積極考慮採購
由內地生產、獲國際認可的檢測試
劑，鼓勵更多私人化驗所提供檢測
服務，提升本港檢測的能力，切實
做到早發現、早診斷、早隔離、早
治療，堵塞防範隱性病毒的漏洞。

提升檢測能力 切斷隱性傳播鏈
康文署近日將公共圖書館中涉嫌播「獨」、牴觸香

港國安法的書籍下架，但昨日本報發現，坊間仍有書
店出售包含「港獨」內容的書籍。本港有少數組織和
個人，長期打着言論自由、學術研究的旗號，肆無忌
憚撰寫、出版鼓吹「港獨」、煽動仇恨、抹黑國家的
書籍、教材，顛倒是非、煽惑人心，誤導市民尤其是
部分年輕人對國家恐懼、敵視、仇恨，挑戰「一國兩
制」和法治底線，是導致香港社會亂象叢生、青少年
誤入歧途的其中一個根源。鼓吹「港獨」絕非言論自
由，香港國安法實施，正是出版界撥亂反正、驅
「獨」辟邪的契機，當局和業界責無旁貸清理違法播
「獨」的出版物，還社會清朗正氣。

長期以來，有人利用本港包容開放、高度自由的社
會環境，編撰出版宣揚「港獨」、「自決」的書籍，
陳雲、黃之鋒之流借出書散播「城邦論」，分享「抗
爭經驗」，為實踐「港獨」提供理論依據和行動指
引，明顯逾越「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底線。類似銅鑼
灣書店的所謂民間出版社，不斷出版以「揭內幕、爆
權鬥」作招徠的書籍和雜誌，對國家進行捕風捉影、
譁眾取寵的杜撰描寫，令部分對內地不了解的市民、
青年學生信以為真，加深對國家的恐懼、敵視，抗拒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令人擔憂的是，本港教材
由民間負責出版，又缺乏有效的監管機制，美化違法
暴力、醜化內地的教材充斥校園，有教材把黃之鋒列
為「中華傳統名人系列」，把鴉片戰爭起因歸結為
「英國為消滅鴉片才發動戰爭」；更有甚者，有教材
竟然借「港獨」分子馮敬恩之口，明目張膽宣揚「香
港應該考慮城邦制或港獨」。

鼓吹、煽動「港獨」的書籍、教材大行其道，扭曲國
家民族觀、價值觀、法制觀，令部分市民、學生思維紊
亂，逐漸被「港獨」思潮洗腦，中毒甚者就採取「違法
達義」「以武抗暴」的手段以實現「崇高理想」，淪為

被反中亂港勢力利用的棋子而不自知。「佔中」、旺
暴、修例風波等反中亂港暴力運動愈演愈烈，「港
獨」、煽暴出版物推波助瀾，正是罪魁禍首之一。

「港獨」、煽暴出版物長期存在，不合理不合法，
只是因為過往有關法律和執行機制不健全所致， 專責
部門執法不嚴，不敢理直氣壯制止「港獨」、煽暴的
書籍、雜誌和教材。基本法早已列明「港獨」違法，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亦規定，發表自由
的權利不是絕對，為保障國家安全，可立法限制有關
自由，對危害國家安全、煽動仇恨敵視的言論，可依
法禁止並治罪。「港獨」和販毒吸毒、納粹主義、種
族歧視、恐怖主義一樣，都是不容討論的社會禁忌，
都不屬於受法律保障的言論自由。

香港國安法既充分保障港人享有包括出版自由在內
的權利和自由，亦對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劃定紅線。香
港國安法第20條規定，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
參與實施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行為的，不論
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即屬犯罪；第21條
規定，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錢或者其他財
物資助他人實施本法第 20 條規定的犯罪的，即屬犯
罪。顯而易見，香港國安法為清理、制止「港獨」出
版物提供了不可挑戰的法理依據。

香港是法治之區，言論自由不是「港獨」、煽暴護
身符，出版界不能成為法外之地。康文署是政府機
構，公共圖書館由公帑營運、服務全港市民，本港公
共圖書館以《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公共圖書
館宣言》所訂原則為指引，館藏必須符合香港法律的
規定。公共圖書館主動將包含「港獨」內容書籍下
架，是依法辦事的必要之舉，相關檢視、清理工作更
要徹底持久；坊間的出版社、書店等機構，也要依照
國安法的規定，自律檢視旗下的書籍、教材有否牽涉
「港獨」議題，須及時糾正錯誤，切勿以身試法。

清理播「獨」煽暴出版物 還社會清朗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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