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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的新冠肺炎疫情再度升溫，

昨日新增一宗本地確診個案，患者

是前日確診的59歲「彬記粥麵美

食」男廚工的同事，同樣無外遊記

錄，目前在伊利沙伯醫院接受治

療。另外，有消息指觀塘安達邨一

名無外遊記錄的68歲男住戶初步確

診。此外，昨日新增16宗輸入個

案；深夜再增至少5宗初步確診個

案，包括一名老人院女長者，或屬

全港首宗院舍個案，全部經由私家

醫生診所檢測出對病毒呈陽性後送

院。有專家估計，該名59歲患者曾

工作的兩間食肆其他員工和食客有

機會「中招」，增加群組爆發風

險。

廚工傳染同事 食客人人自危
85歲女院友初步確診 院舍爆發響警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祿泉樓廁所播毒圖解
1. 祿泉樓相連的10號室及12號室，兩室馬桶
的排氣管原本相連，但部分住戶自行切除
排氣管，導致排氣效能下降。

2. 當上層沖廁，污物往下沖走時，渠內的空
氣被擠壓，在無排氣管協助空氣流動下，
渠內形成壓力，增加空氣往管道裂縫及接
駁口漏出、把病毒一同滲漏的風險。

3. 空氣較污物輕，因此在污物往下沖時，空
氣會往上流動，有機會把病毒帶到較高樓
層單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沙田瀝源邨
祿泉樓早前出現感染群組一共錄得九宗確診
個案，涉及七個單位。據悉，經專家調查
後，懷疑其中一個傳播途徑，與部分單位廁
所馬桶切斷排氣喉有關。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柯創盛引述消息人
士表示，最新調查顯示長形公屋渠道，有大
可能導致病毒在空氣傳播，並指瀝源邨和日
前有住戶確診的坪石邨的渠道同屬舊式長形
設計。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承諾，全面檢
查公屋的喉管，並優先檢查曾有疫症發生的

樓宇。
祿泉樓先後共有九人確診，政府委託專家

調查病毒傳播途徑，據悉得出最少兩個可能
結論，其中一個懷疑與廁所相關。祿泉樓各
單位的廁所馬桶，在原來的設計上有一條排
氣管與相鄰單位馬桶相連，但調查發現多戶
的排氣管被移除。
以祿泉樓10號和12號室為例（見圖），兩

戶的廁所相隔一幅牆，原本馬桶的設計是底部
有一條排氣喉連接兩個單位，當樓上住戶沖廁
時，糞便經糞渠沖至下層，此時渠內會有吸

力，使排氣喉可平衡渠內壓力，使馬桶的水不
會被抽走，以阻隔糞渠內帶病毒的空氣。
英國建築師黎雋維指出，如果把排氣喉移

走，會令糞渠內的氣壓不平衡，很容易在馬
桶內造成氣泡或交換氣體，在這情況下，病
毒有機會隨着水氣、氣體走入其他單位。
柯創盛就此在立法會會議上質問陳帆，陳

帆承諾會「急租戶所急」，全面檢查公屋的
喉管，並優先檢查曾有疫症發生的樓宇，作
全面消毒及喉管檢查，一旦發現擅自修改喉
管或喉管有問題，會第一時間跟進修復。

自切馬桶氣喉易播疫 公屋擬徹查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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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坪石邨
「彬記粥麵美食」先後有59歲男廚房工
人及約30歲男職員確診及初步確診後，
衞生署昨日繼續到59歲男廚房工人所居
住的坪石邨玉石樓，向居民派發深喉唾
液樣本瓶，不少曾光顧過該粥麵店的市
民亦到場取樣本瓶。署方準備的樣本瓶
有限，在不足兩小時便派光，引起在場
排隊巿民的不滿。
衞生署在玉石樓對出空地用木板搭建

臨時接待處，讓居民交回及索取樣本
瓶。署方多名身穿保護衣及戴上面罩的
人員，於昨晨8時開始派樽，到9時許，
玉石樓大堂外已有數十人大排長龍領取
樣本瓶，當中有坪石邨的住戶，也有光
顧過「彬記粥麵」的食客。
至約9時45分樣本瓶已經派罄，衞生署
職員其後再加派了一批樽，惟仍未能應付
需求，安排10時半後加入排隊、取不到樽

的巿民先登記資料，改期再來補取。

食客憂中招 取樣求安心
居於清水灣的楊先生說，他經常光顧

「彬記」飲茶吃飯，當知道有員工染疫後，
便到來排逾一小時終索得樣本瓶，「驗一
驗大家都安心，為人為己。」亦有該店常
客擔心感染而前來索取樣本瓶。
不過，也有人空手而回，家住將軍澳

的「彬記」食客楊先生取不到，他批
評，署方稱早上8時至下午6時半派樽，
不滿僅個多小時就已派光，「我又趕時
間，又要返工，喺將軍澳住，但經常嚟
呢度食飯，已經光顧咗廿幾年。」
專程跨區從港島到坪石邨索取樣本瓶

的巿民張先生也撲空，他感到很不滿，
「我不是住這區，我是回來和媽媽吃
飯，恰巧又去了彬記吃飯，又恰巧在這
個期間，當然要檢查下。」

採樣樽個半鐘派光 市民不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坪石邨的粥麵店
爆發感染群組，令邨內
居民人人自危。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柯創盛（柯
仔）、民建聯副秘書長
黎榮浩及坪石社區幹事
陳俊傑等，昨晨到場全
程監察衞生署派發樣本
瓶的情況，柯創盛透露
衞生署昨日竟只備290個樣本瓶到
場，短時間已全部派完，更一度停止
為稍後取樣本瓶的人龍登記，大批市
民未能索取樣本瓶，擔心受感染風
險，現場鼓譟。
柯創盛隨即致電食物及衞生局副局

長徐德義表達強烈不滿，不明白衞生
署明知多日到訪粥麵店人數眾多，為
何仍不帶備更多的樣本瓶，滿足居民

檢疫需求。徐德義其後向柯創盛承
諾，會盡快補充樣本瓶到現場。
柯創盛及民建聯地區團隊隨後向衞

生署提出三項要求，包括馬上調撥更
多樣本瓶到場；收集站為所有到場索
取樣本瓶而撲空的市民登記，方便日
後補發樣本瓶；並承諾之後兩天帶備
足夠樣本瓶到玉石樓收集站，滿足居
民檢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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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新增的一宗本
地確診個案，是30歲男患者（第1283

宗），是前日確診59歲男患者（第1269
宗）於坪石邨「彬記粥麵美食」工作的同
事。該名30歲病人過往健康良好，居於大
角咀嘉善街32號至48號福祥樓。他上周六
（4日）出現喉嚨痛，前日赴廣華醫院求
診，其呼吸道樣本的病毒測試證實呈陽性
反應，現於伊利沙伯醫院接受治療。
中心指，病人沒有外遊記錄，但曾於上
周五（3日）與第1269宗個案患者會面。根
據中心的初步流行病學調查，相信兩宗個
案有流行病學關連。

安達邨男住戶初步確診
另外，有消息指觀塘安達邨禮達樓一名

68歲男住戶初步確診，他無外遊記錄，已
入住聯合醫院醫治，有咳嗽及氣促病徵，
胸部X光片顯示肺部有花。
昨晚，有身穿全套保護衣物的清潔工人

到禮達樓清潔，在外圍行人通道噴灑消毒
劑。
至昨晚深夜再增至少五宗初步確診個

案，包括一名85歲女院友，她正於伊利沙
伯醫院留醫，據悉她入住的院舍是「慈雲
山港泰護老中心」，五人全部經由私家醫
生診所檢測出對病毒呈陽性後送院。
同時，昨日新增16宗輸入確診個案，年
齡介乎3歲至78歲，包括8人由巴基斯坦返
港，另外7人來自印度。另一人是33歲的
女患者，她於去年12月至今年6月21日身
處印尼，返港後接受強制家居檢疫，無出
現病徵，曾先後居住於柯士甸道9號Grand
Austin二座及上水金錢南路8號御林皇府。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
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再出現本地個案
屬於預期之內，情況突顯政府的檢疫措施
有漏洞，零星個案可能陸續有來。
他續指，前日確診的59歲食肆廚工感染

源頭未明，又分別在坪石邨及屯門內河碼
頭兩間食肆工作，增加群組爆發風險，食
肆員工及食客或有機會染疫。

若社區爆發 防疫措施須收緊
何栢良認為，本地個案的源頭很大機會

是由外國返港人士帶入社區，由 3月至
今，有些獲豁免者沒有被安排接受病毒化
驗，導致「病毒零距離」，產生隱形傳播
鏈。
政府抗疫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
座教授許樹昌認為，要視乎來歷不明的本
地確診個案有否擴散，若再多幾宗源頭不
明的個案，或者出現社區爆發，可能要收
緊限制社交距離的措施，目前可以先觀望
情況。

■衞生署昨日到有人確診新冠肺炎的坪石邨玉石樓，向居民派發深喉唾液樣本瓶，不少居
民及「彬記粥麵美食」的食客前來排隊領取，一度大排長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柯創盛等
民 建 聯 成
員，昨日上
門探訪居於
玉石樓的長
者。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國安法自 6 月 30 日實施以來，
港股持續大幅上升，短短3個交易日急
升近2,000點。國安法令香港恢復法治
穩定，營商環境更加明朗，增強投資
者對本港的信心，加上內地經濟復甦
步伐穩固，進一步刺激港股造好。事
實說明，妄言國安法引發撤資潮、移
民潮的言論不攻自破，市場真金白銀
的投資行動，是香港國安法最有力的
「支持票」、「信任票」。香港的未
來就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國家
發展機遇，依法堵塞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漏洞，可以促進兩地互利共贏合
作，對香港和國家有百利而無一害。

A股和港股連日強勢上揚，上證指數
昨日暴漲 5.7%；恒生指數抽升 3.8%，
全日成交額達2,508億港元。對於兩地
股市強勢，市場分析認為，一方面是
由於內地疫情控制理想，6月的PMI等
先行指標反映經濟持續恢復，加上貨
幣市場寬鬆提升市場風險胃納；另一
方面是香港國安法的落實，掃除不明
朗因素，有利香港的社會穩定、人心
凝聚，吸引資金源源進入。

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滬深港通南
向持續多日都錄得單日五六十億元人
民幣流入香港，到昨日南向淨流入更
達到111億元人民幣，是今年3月以來
南下最活躍。金管局昨日又承接7億美
元沽盤，向市場注資54億港元，反映
外資也持續流入本港。數字不會說
謊，海內外資金的流入，就是對香港

國安法、對香港有信心的明證。
在香港國安法制定和頒布實施的過程

中，美國等境外勢力一直肆意抹黑。美
國駐港總領事史墨客昨日更稱國安法實
施，香港高度自治「被侵蝕」，形容是
「香港的悲劇」。但過去一年的事實
是，外部勢力與本港反中亂港分子勾
結，肆無忌憚組織、策動黑暴攬炒，企
圖把香港變成反華橋頭堡，侵蝕港人的
自由權利、危害香港繁榮穩定，這才是
「香港的悲劇」。

如今，香港國安法的利劍，斬斷
「港獨」分子與海外反華勢力勾結的
「黑紐帶」，讓香港恢復穩定和諧的
局面，令籠罩香港的黑暴陰霾一掃而
空。社會穩定、治安良好、安居樂業
的香港，只會吸引更多的外資。香港
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美國商會發表聲
明，指日後會繼續以香港作為國際商
業業務的基地。港股不僅沒有大幅下
跌，反而節節上升，投資者、市場用
真金白銀戳穿美歐政客的謊言。

國家持續推進金融開放，日前中央
宣布推出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
進一步拓寬本港金融業的發展空間。
香港的發展與大灣區及國家息息相
關，堵塞國安漏洞，為大灣區和國家
融合發展掃清障礙，香港各行各業尤
其是專業服務有更廣闊發展空間，可
以更順利搭上國家發展的快車，港人
分享更多幸福感、獲得感，對投資前
景更有信心。

股市用真金白銀支持香港國安法
香港國安法6月30日正式實施，本港多個反中亂

港的「港獨」組織瞬間土崩瓦解，「香港眾志」就
是其中之一，組織頭目黃之鋒、周庭和羅冠聰搶先
退出，羅冠聰更潛逃海外。有跡象顯示，「眾志」
在香港國安法立法前「突擊眾籌」，黃之鋒、周庭
和羅冠聰在退出「眾志」前捲走經眾籌募得的上千
萬港元資金。根據「星火基金」案，警方從欺詐、
盜竊、洗黑錢等方向調查案件，「香港眾志」相關
人等「眾籌私用」，有否干犯同類罪行，警方應查
明真相，更應追究是否違反香港國安法。「眾志」
等組織的支持者尤其是年輕人，更應該看清黃之鋒
之流害人自肥、「叫人衝自己鬆」的醜陋嘴臉，徹
底與他們割席。

香港國安法立法決定於 5 月 21 日提交全國人大
審議，翌日「香港眾志」急忙發起「應急資金籌
募」，一個月募得超過 19 萬美金（約 150 萬港
幣），聲稱「要爭取國際盟友反惡法」。6 月 27
日傳出羅冠聰及「香港眾志」另一成員鄭家朗已
遠走海外，據透露羅冠聰離開時攜帶巨款，逾19
萬美金的眾籌款根本就是為羅冠聰、鄭家朗騙取
的「走佬錢」。另外，黃之鋒、周庭被曝長期用
私人賬戶接受捐款，直接控制「香港眾志」的資
金，多年來募得超過 2,000 萬港元資金。在黃之
鋒、周庭和羅冠聰宣布退出「眾志」，「眾志」
宣布解散的前一日即 6 月 29 日，這筆資金已被三
人捲走，所剩無幾。

近年眾籌大行其道，更是反對派獲得財政資源搞
「抗爭」的慣用伎倆。眾籌不一定違法，但若有人
將眾籌所得的捐款轉入自己私人銀行戶口，則有
「眾籌私用」之嫌，或有欺詐成分；另外，不能排
除有人用眾籌做掩護，掩飾洗黑錢活動，表面指扶
助有需要的群體，實質是洗白來歷不明的黑錢或者

犯罪所得。較早前，警方破獲的「星火基金」案、
「開掛之達人」案，均懷疑有人挪用款項作私人用
途，循欺詐、盜竊及洗黑錢方向調查案件。有法律
界人士還指出，作為眾籌的發起人，肩負管理籌募
捐款的信託責任，若監守自盜，俗稱「穿櫃桶底、
夾帶私逃」，屬違反信託責任，案情嚴重者，一經
定罪，法庭將重判。

香港是法治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香港眾
志」匆忙散夥，眾籌所得的款項下落不明，是否存
在與「星火基金」案、「開掛之達人」案類似的違
法行為，媒體、公眾高度關注，警方有必要依法展
開調查，若掌握足夠證據應迅速起訴，黃之鋒、周
庭、羅冠聰不能因為有「國際知名度」，就可獲得
特別對待，免受刑責；若有人真的違法，即使逃到
天涯海角，警方亦要進行全球通緝，不容其逍遙法
外，才能彰顯法治精神。

香港國安法已生效，該法針對的目標之一，就是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儘管
該法不設追溯期，但普通法亦有「持續性犯罪」的
概念，若犯罪行為在法例實施後仍沒有停止，該等
行為亦可納入檢控範圍之內。若有人私吞「香港眾
志」的款項，繼續搞所謂的「國際戰線」，乞求外
部勢力對抗國家和香港，視國安法如無物，警方新
成立的國安部門更應用好用足國安法，震懾賣港亂
港政棍。

黃之鋒、周庭、羅冠聰之流一向把「為香港爭取
民主自由」掛在嘴邊，以冠冕堂皇的語言迷惑公
眾，引誘支持者出錢出力支持他們。如今，支持者
和市民應看清楚，巧言令色之徒，只是為了謀取個
人私利，利用支持者的善心自肥。被他們矇騙、誤
導甚至走上違法之路的市民尤其是年輕人，真應該
幡然悔悟，徹底唾棄他們，走回人生正途。

「香港眾志」頭目疑私分眾籌必須徹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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