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張培嘉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202020年年77月月1717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0年7月17日（星期五）

2020年7月17日（星期五）

將軍澳將軍澳成疫成疫區區
第三波疫情近400宗 逾七成半本地 43%源頭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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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檢測瀕極限

66月月11日日（（第三波疫情前第三波疫情前））

總個案 3宗

本地個案 3宗

輸入個案 0宗

66月月2222日日（（第三波疫情前第三波疫情前））

總個案 30宗

本地個案 0宗

輸入個案 30宗

77月月77日日（（第三波疫情第三波疫情））

總個案 14宗

本地個案 9宗

輸入個案 5宗

77月月1616日日（（第三波疫情第三波疫情））

總個案 67宗

本地個案 63宗

輸入個案 4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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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疫情前 第三波疫情

死亡率 0.55% 0.76%

不明源頭個案 不足一成 近43%

長者確診者 約一成 約四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反彈，
除食肆成播疫黑點，擠迫的街市包括慈雲山、牛池灣和
深水埗北河街街市，也先後有檔販或市民染疫。管理牛
池灣及北河街街市的食環署昨日宣布，今日提早一小時
於下午7時關閉該兩街市，進行深層清潔消毒工作。惟由
領展管理的慈雲山街市仍堅持如常營業，民建聯九龍東
團隊昨日到領展總部請願，要求盡快安排慈雲山中心及
街市全面停業，進行徹底消毒，減低社區感染風險。

何栢良：街市爆發可以好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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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上周出現茶餐廳及的士司機群組後，過去
幾日至少有3個街市都有檔販或去買餸的市民染疫，他形
容這是另一個「計時炸彈」，認為政府應在大規模群組
個案爆發之前，要求有確診個案的街市休市數天，並安
排整個街市進行全面清洗，清除所有隱患，「街市爆發

可以爆得好勁，因為人口好密集」。他又指，街巿重開
後亦必須要管制人流，強制進入街市的人士須戴口罩。
另外，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及副秘書長黎榮浩等

昨日到領展總部遞交請願信。黎榮浩指，不少確診者曾
去過慈雲山中心和街市，政府雖進行追蹤，但仍有很多
個案的感染源頭不明，近幾天涉及慈雲山區的個案亦不
斷增加，居民憂慮慈雲山中心會否是散播病毒源頭之
一。黎榮浩續指，慈雲山區不少街坊都十分恐慌，擔心
外出會有感染風險，他們要求領展盡快對慈雲山中心，
包括裏面的商場、公眾地方和街市進行全面停業，並徹
底消毒，減低社區感染風險。
另外，民建聯亦指出，有居民不滿政府未有全面安排

確診者所住公屋的居民進行病毒檢測，促請政府盡快作
出跟進。領展早前表示，自上周末起，除恒常凊潔及消
毒外，已為該商場及街市進行一系列額外清潔及消毒工
作，惟未有提及是否安排全面停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
冠病毒社區爆發，昨日新增兩名公
務員確診染疫。有專家指，上下班
公共交通工具人多有播疫風險，作
為全港最大僱員的特區政府應帶頭
讓公務員居家工作。食物及衞生局
副局長徐德義昨日僅表示，會密切
留意疫情發展以作適當安排。
新增兩名確診公務員，包括康文

署一名二級康樂助理員，她在荃灣
荃景圍胡忠游泳池負責後勤工作，
最近一次上班為周三（15日），
早前因不適到診所求醫，當晚獲通
知確診並已入院隔離治療，現情況
穩定。康文署表示會安排與該員工
共同辦公的同事接受病毒測試，工
作地點會全面清潔消毒，而荃景圍
胡忠游泳池及鄰近荃景圍兒童遊樂
場已關閉，以徹底清潔消毒。
另一確診者為房屋署一名高級

技術主任，他於何文田香港房屋
委員會總部第三座七樓上班，該
樓層不對外開放，而他最近一次
上班是周一（13日），因家人為
確診者的緊密接觸者，故自行到
私家診所檢測病毒，發現初步確
診並轉介到醫院，昨日確診。該
人員工作地點包括公用設施已即
時安排全面清潔消毒。
兩名確診公務員最近也沒有外

遊記錄，工作時亦有佩戴口罩，
上班期間有進行體溫探測，體溫
正常。連同該兩名確診者，自周
日（12日）一名康文署深水埗通
州街公園壁球中心場地職員確診
後，至今已最少有九名公務員確
診或初步確診。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

梁子超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
出，若未來一至兩周確診數字未
明顯回落，便應考慮安排非緊急
服務的公務員居家工作一至兩
周，以免出現超級傳播群組。
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

中文大學醫學院呼吸系統科講座教
授許樹昌亦指，愈少人聚集傳播個
案會愈少，但昨早仍有不少人上
班，明白政府若未有牽頭，企業未
必安排員工在家工作，希望非緊急
服務的企業能容許員工居家辦公，
並認為若持續每日有50宗確診個
案，政府會調整策略。

徐德義：密切留意疫情發展
不過，徐德義昨在疫情簡報會

上未有正面回應會否安排公務員
居家工作，只表示會密切留意疫
情發展作出安排，並重申政府希
望盡量維持公共服務，而政府有
措施減少人員聚集，包括人員須
戴口罩、減少會議，而工作及午
膳時間亦有分流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曾被
揭發涉嫌違反「限聚令」的公民黨立法
會議員陳淑莊，其一名助理的同住家人
被列為新冠肺炎初步確診者的直接接觸
者。立法會秘書處已採取預防措施，加
強清潔及消毒8樓及綜合大樓的公用地
方和設施。與陳淑莊同層的自由黨議員
指，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並安排職員
轉為在家工作，減輕傳染風險。

所有職員已取樣返家隔離
立法會秘書處昨日發出通

知，指一名在立法會綜合大樓8樓工作
的議員助理，其同住家人被列為新冠肺
炎初步確診者的直接接觸者。立法會秘
書處已採取預防措施，加強清潔及消毒
8樓及綜合大樓的公用地方和設施。經
記者查證後，該人證實為陳淑莊助理。
陳隨後在facebook帖文，稱所有職員已
取樣本樽，並聽從醫生指示返家隔離。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稱，該名助理的家

人已安排隔離，而助理本人並沒有上班
和出現病徵，有關辦事處同事亦沒有病
徵，均已全面檢疫，相信最快今日便有

檢測結果。
他續稱，已有67宗確診個案，為疫情
開始以來單日最高，要求主席暫時停止
所有會議，及停止立法會大樓運作，並
進行消毒，直至相關同事的檢驗結果顯
示為安全。
與公民黨議員辦公室同樓層的新民

黨，主席葉劉淑儀指，據了解該名涉事
議助沒有上班，該辦事處亦無辦公。但
由於需共用洗手間，除要求全層消毒
外，所有同事亦已在家工作，每日自行
量度體溫作醫療監察。

同層議員：安排職員在家工作
自由黨主席張宇人表示，當日陳淑

莊違反限聚令，與數十人擠在狹窄的
酒吧內，未幾酒吧須停業，業界已苦
不堪言，現連她的立法會議辦也告失
守。由於她的防疫意識甚差，呼籲對
方不要到食肆及街市，擔心會受到牽
連。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則表示，一
直都很注重防疫措施，現會密切留意
事態發展，並安排職員轉為「在家工
作」，減輕傳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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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促慈雲山街市停業消毒

陳淑莊議助家人列直接接觸者

新增41宗源頭不明個案
個案編號 年齡/性別 居住地點
1590 41/女 將軍澳峻瀅一期3座
1591 54/男 將軍澳寶琳旭輝臺2座
1592 13/女 將軍澳中心第5座
1593 49/男 將軍澳天晉2期2B座
1594 45/男 將軍澳善明邨善智樓
1595 40/男 秀茂坪寶達邨達怡樓
1596 28/男 將軍澳日出康城第2A期5座
1597 49/女 牛池灣彩虹邨丹鳳樓
1598 51/男 慈雲山毓華里永發大廈
1599 68/女 慈雲山慈正邨正暉樓
1603 60/女 慈雲山慈安苑安欣閣
1604 51/女 慈雲山慈安苑安欣閣
1605 37/男 慈雲山慈正邨正和樓
1607 58/女 慈雲山慈康邨康德樓
1611 49女 深水埗麗閣邨麗菊樓
1613 70/男 屯門良景邨良俊樓
1615 53/男 沙田水泉澳邨月泉樓
1617 36/男 荃灣荃威花園E座
1622 60/女 慈雲山慈樂邨樂誠樓
1626 75/女 慈雲山慈正邨正怡樓
1631 59/男 元朗洪水橋洪福邨洪昌樓
1632 54/女 樂富橫頭磡邨宏安樓
1633 49/男 紅磡海逸豪園/香港九龍貝爾特酒店
1634 70/女 大圍隆亨邨慧心樓
1635 45/男 馬鞍山錦泰苑錦邦閣
1636 37/男 深水埗營盤街128號元安大廈
1637 40/女 慈雲山慈正邨正暉樓
1638 35/男 大埔汀角路下坑
1639 56/女 慈雲山慈樂邨樂仁樓
1640 63/男 慈雲山慈樂邨樂誠樓
1642 40/女 屯門良景邨良偉樓
1643 65/男 慈雲山慈正邨正泰樓
1644 57/女 觀塘祥和苑和健閣
1649 74/男 筲箕灣興東邨興祖樓
1650 61/男 青衣長安邨安海樓
1651 63/男 黃大仙竹園翠竹花園14座
1652 55/男 荃灣麗城花園2期1座
1656 60/男 大埔汀角路下坑村
1610 51/男 沙田禾輋邨富和樓*
1648 32/女 沙田禾輋邨富和樓*
1655 43/男 沙田禾輋邨富和樓*
註：1610、 1648及1655個案互相有流行病學關連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新一波的新冠肺炎疫情爆不停，昨日有多達67宗確診個案，當中41

宗本地個案屬源頭不明，將軍澳成為最新「疫區」，單日新增6宗無源頭個

案。要切斷隱形傳播鏈，透過病毒檢測找出「隱形」患者至為重要，但本

港檢測能力瀕崩潰，「疫廈」居民需一周才獲衞生署派樣本樽作檢

測，在檢測龜速情況下，香港文匯報記者統計過去一個多星期的第三

波疫情，發現已累積近400宗感染個案，當中逾七成半是本地個

案，近43%源頭不明，死亡率較第一、二波為高。衞生防護中

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坦言，無跡象顯示疫情

已見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除了已知的群組，昨日有逾半、即41宗是源頭不明
本地個案。慈雲山以外，將軍澳是另一重災區。

不明源頭患者包括36歲男海關職員跟他39歲家人；做
文職男人先發病，其任職司機的爸爸，及其朋友、在荃
灣港安醫院任職急症室的女護士都確診。

張竹君：未有下降趨勢
連日個案飆升，最令人擔心是源頭不明個案趨升，

使人防不勝防。張竹君表示，「現時趨勢是愈來愈多本
地無源頭的個案，睇嚟未有下降趨勢。」
為切斷傳播鏈，衞生署之前一直為確診者鄰居提供

的病毒檢測服務，但因為確診個案數量過多，檢測工作
不勝負荷，為「疫廈」居民檢測的工作有所延誤，現時
要集中先替有多於一個源頭不明群組的大廈居民進行檢
測。張竹君解釋，「太多個案，我們都會優先在風險較
高的地方派樣本瓶，例如在同一幢大廈有兩人確診，他
們不是親戚或相識，我們會優先派樣本瓶，其他有確診
個案住的大廈，我們都會派，但可能要等久一點，希望
大家耐心等待。」她又指，現時衞生署連醫管局每日做
過萬宗檢測，已經向私營機構採購服務。

增3患者不治 死亡率升至0.76%
新一波疫情自上周日（5日）有一名同時在「彬記粥
麵美食」和屯門內河碼頭「健榮飯堂」工作的職員確診

後爆發，至今不足兩星期已有397宗確診個案，當中
301宗更屬本地感染，除最先確診患者所工作的兩間食
肆外，慈雲山的百匯軒、翠河餐廳和上環聚點坊等多間
食肆亦出現感染群組。
今波出現大量源頭不明個案，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

資料發現，其間錄得129宗源頭不明個案，佔全部本地
確診個案的近43%。過去一個星期再增3名新冠肺炎患
者不治，使第三波疫情的死亡率達0.76%，但第一二波
僅7名病人過身，死亡率不足0.56%。

許樹昌：仍要觀察一兩周
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

座教授許樹昌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解釋，今波較多長者
確診，他們患較多長期病，所以感染後病情更嚴重，死
亡率亦因而更高，建議為所有入院長者進行病毒檢測，
以減低出現院內爆發的風險。他又指，食肆員工和的
士司機即使沒有病徵，亦是現時有需要在入院後接受檢
測的群組。
今次疫情出現社區再爆發，情況與早前以輸入個案

為主明顯不同，政府雖然已因應疫情嚴峻而收緊社交距
離措施，但許樹昌表示仍要觀察未來一至兩星期的情況
才能知道新措施是否有效，指如疫情未有改善，呼籲私
人企業盡量安排僱員在未來一兩周在家工作，以減少市
面的人流，協助截斷病毒傳播鏈。

■■第三波疫情已累積近第三波疫情已累積近400400宗感染個案宗感染個案。。圖為戴口圖為戴口
罩市民經過尖沙咀一家已關門藥店門口罩市民經過尖沙咀一家已關門藥店門口。。 中通社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