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文森

本港新冠肺炎第三波

疫情持續，每日均有大

批病人入院隔離治療，

公立醫院人手及負壓病

房使用量接近「爆煲」。有建議邀內地醫療團隊來港協助，但部分醫

護竟以「香港人手充足」為由反對內地醫護援手，置人命於不顧。有

醫學界人士指出，本港醫護人手從來不足，縱使現階段未急至需要內

地前線醫護人員來港協助，但隨着疫情發展，需要內地專才增援屬合

理，不應將「內地醫護」拒於千里之外。有醫護工會更表明如今是非

常時期，應以救人為先，並批評部分醫護及團體的言論「無良知」。

謊稱「夠人」反馳援 黑醫護草菅人命
負壓病房病床使用率近80% 醫界批言論狹隘「無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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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衞健委：將應港抗疫需求供一切必要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新冠肺炎疫情持續
爆發，香港確診個案急增，令檢疫中心容量緊張，
衞生署本月16日起決定安排部分由高風險地區返
港者到酒店檢疫，惟一直未有公布相關酒店的名
單。前晚，政府終於網上公開有25間酒店作檢疫
用途，其中港島佔最多，有12間酒店。不過，其
中被指用作檢疫的柏寧酒店則發聲明澄清，沒有收
到政府徵用或租用作隔離酒店的請求。香港酒店工
會則擔憂其他住客和員工未獲保障。
政府列出的25間酒店，除12間位於港島，九龍

區則有10間，而新界就有3間。名單包括早前已公
布的荃灣絲麗酒店、香港觀塘帝盛酒店，另亦有柏
寧酒店、華麗銅鑼灣酒店、仕德福酒店等，其中柏
寧酒店為五星級。

柏寧酒店：無收到徵作隔離請求
柏寧酒店昨日下午在社交媒體發文澄清，表示沒

有收到政府徵用作隔離酒店的請求，但表示若有曾
到訪指定高風險地區的客人入住，對方必須提供接
受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呈陰性報告，以及證明該檢測
機構獲該政府承認的文件方可入住，並非被強制徵
用作高風險地區人士檢疫的酒店。

籲全棟租用避免擴大爆發
香港酒店工會主席徐考澧擔指出，政府用酒店作
檢疫中心，但未有作出任何監管，乃是置酒店從業
員安危於不顧。他又擔心若有從業員因工作接觸到
確診者，其後需要檢疫14天，甚至被傳染而要住

院多月，但在法例下沒有保障，「家好多做前
台、餐廳、執房（從業員），接觸到確診者後要放
無薪假14日去檢疫，或者被迫清自己啲假期，政
府如果要用酒店檢疫，就要講清楚係咪有得賠，或
者僱主喺咩情況下必須要出糧。」
他續說，25間酒店並非全棟作檢疫用，其他客

人亦可入住，擔憂容易有交叉感染。他舉例觀塘帝
盛酒店同時招待強制隔離客人及普通住客，如同
「混合式酒店」，有會員更反映有檢疫人士離開房
間，在走廊活動甚至離開酒店範圍，「着長袖衫就
遮住咗條手帶」，他建議政府租用全棟酒店，並派
員駐守，以免繼續擴大社區爆發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鯉魚門公園度假村的
「社區隔離設施」昨日啟用，首批23名病情穩定的
新冠確診病人，上午由救護車陸續送往隔離設施。
天水圍醫院副行政總監李立業在電台節目上表示，
設施內有352家獨立屋，超過700個床位，相信短
期內能應付第三波疫情。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庾慧玲
表示，仍在探討使用亞洲國際博覽館作社區隔離中
心，暫未確定可用日期。
鯉魚門度假村「社區隔離設施」昨早10時起陸續接

收患者，23名來自各區醫院的患者由救護車分批接載
抵達，亦有原先在度假村檢疫的人士離開。警方在度
假村外設置路障，除指定人士外其他人不可進入。

李立業：相信能應付疫情
李立業指，隔離設施兩個營區分別提供234及118
間獨立屋，每間有兩個床位即共700張床位，但若非
家人則要一人一屋，故預計接收350名患者。隔離設
施只接收50歲以下沒有發燒、慢性疾病等輕症病
人，把醫院床位騰空予年長患者。
他表示，入住的患者病情輕微，兩次病毒檢測呈

陰性便可離開，有一定流轉，相信能應付第三波疫
情，「他們（病人）在兩個深喉唾液測試，分別相
隔24小時都是呈陰性就可以出院，我自己較樂觀，

當中一定會有流轉，不認為我們每天不斷送來數十
個病人，度假村病床很快會用完，我認為未必如此
悲觀。」
李立業指出，七個聯網在合適病人入住前一天下

午提交名單，經篩選再聯絡救護車及衞生防護中
心，翌日一次過送住度假村。每名病人會獲發一部
平板電腦作視像會診，並有血壓計、探熱針等自我
檢測工具，數據會傳到控制中心。他補充，病人病
情穩定，傳染性低，不允許「放風」，即使打開房
門「唞氣」，會因附近空氣流通而稀釋。
他表示，正研究用作社區治療設施的亞博館，與

鯉魚門作「院後」隔離治療不同，亞博館提供「院
前」服務，直接接收並社區無症狀確診者，若其一
直情況穩定，可直接從亞博館出院。
庾慧玲昨日利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近期不少確

診個案入院，對醫院帶來龐大壓力，希望有更多病
人轉移到隔離設施以紓緩醫院壓力，騰空更多床位
接收病情較嚴重病人。
她指出，醫管局正與政府研究使用亞博館作社區

隔離中心，但需時探討不同技術問題及準備工作，
未有確定可用日期，倘確診數字繼續上升，亦會再
尋找其他場地作檢疫設施，若日後開用社區隔離設
施，會再減少非緊急服務人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近期疫情漸趨
嚴重，本地醫療系統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國
家衞生健康委黨組成員余艷紅昨日出席一視頻會
議時，轉達了中央對香港近期疫情發展的關心和
關注，並強調將應香港特區政府抗擊疫情需求提
供一切必要支持。
國家衞生健康委與廣東省衞生健康委、香港

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澳門特區政府社會文
化司昨日共同舉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特別視頻
會議，邀請來自粵港澳三地約30名專家，分享
各自的防控經驗，當中包括香港特區政府食物

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廣東省衞生健康委主任
段宇飛和澳門特區政府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
等。

就「方艙醫院」建設管理深入討論
與會的國家衞生健康委黨組成員余艷紅，除

了從建立高效決策指揮體系、實施分區分級精
準管控、強化社區防控措施、迅速提升核酸檢
測能力、強化公眾宣傳等幾方面介紹內地防控
經驗，並表示願意深化內地與港澳聯防聯控合
作，加強技術交流和經驗分享，維護三地人民

健康福祉。
她同時轉達了中央對港澳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措

施和成果的肯定，以及對香港近期疫情發展的關
心和關注，將應香港特區政府抗擊疫情需求提供
一切必要支持。
三地專家還就「方艙醫院」建設和管理、核酸

檢測、社區管控等議題深入研討。

吳秋北：一場「及時雨」
早前已促請特區政府就本地疫情請求中央支援

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表示，

國家衞健委今次表態支持香港抗疫令人鼓舞，對
香港嚴峻的疫情來說更是一場「及時雨」。在內
地仍須抗擊疫情的當下，中央仍樂意向香港伸出
援手，這份關愛是非常難能可貴，港人應當珍
惜，並希望反對派勿因偏見拒絕國家的支援，而
耽誤本港的抗疫工作。
他認為，現時全港社區都出現疫情大爆發，急

需大規模檢測，相信只要得到國家支援，香港將
更有條件進行全民檢測，並有望降低檢測成本，
好讓一眾打工仔能盡快完成測試，重新回到工作
崗位。

香港區（12間）

酒店 地址

華麗銅鑼灣酒店 銅鑼灣堅拿道西祥和里

香港麗駿酒店 灣仔駱克道126-128號

頤庭酒店 德輔道西156-160號

頤庭酒店銅鑼灣 北角水星街15號

宜必思香港中上環酒店 德輔道西28號

黃竹坑道55號 黃竹坑道55號

蘭桂坊酒店@九如坊 中環九如坊3號

奧華．時尚精品酒店（香港仔） 香港仔石排灣道100號

銅鑼灣利景酒店 香港灣仔道209-219號

柏寧酒店＊ 銅鑼灣告士打道310號

奧公館上環 中環皇后大道中286號

帆船精品酒店 香港摩理臣山道84-86號

九龍區（10間）

酒店 地址

逸酒店 紅磡蕪湖街83號

華麗酒店 尖沙咀彌敦道20號

仕德福山景酒店 尖沙咀天文台道13－17號

仕德福酒店 旺角豉油街118號

香港觀塘帝盛酒店 觀塘鴻圖道84號

晉逸精品酒店（尖沙咀） 尖沙咀寶勒巷21號

香港遠東絲麗酒店 九龍青山公路（荃灣段）135-143號

香港海景絲麗酒店 油麻地上海街268號

帝樂文娜公館 尖沙咀金巴利道39號

偉晴軒 佐敦道偉晴街39號

新界區（3間）

香港荃灣帝盛酒店 葵涌健全街28號

華逸酒店 青衣路1號

荃灣絲麗酒店 葵涌和宜合道119號

酒店詳情一覽

註：＊柏寧酒店昨午澄清，沒有收到政府徵用作隔
離酒店的請求

資料來源：食物及衞生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25酒店用作檢疫 工會憂員工缺保障

■25間被徵用作隔離的酒店之一：宜必思香港中
上環酒店。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庾慧玲昨
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截至昨日

中午，醫管局開放649間負壓病房，
使用率達79.5%；負壓病床為1,207
張，使用率為76.4%。她希望一系列
減少社交距離的措施有成效，令確診
數字回落，否則有可能要再減少非緊
急服務。醫管局發言人昨回應香港文
匯報查詢表示，一直有因應疫情發展
檢視醫護人手安排，以應對疫情和維
持緊急及必需服務。
廣東省委書記李希及國家衞健委先
後表明會支持香港抗疫，有意見亦認
為若本港醫護人手不足，可邀內地醫
療團隊來港協助。不過，立法會衞生
服務界議員、香港護士協會主席李國
麟早前發表聲明，反對內地醫護人員
來港提供醫務緊急援助，聲稱此舉不
符合本港法例和專業守則；醫學會會
董陳以誠日前亦稱，根據立法會醫學
界議員陳沛然公布的研究，醫管局目
前住院率不足一半，兒科床位使用率
僅約30%，指醫管局並無人手不足情
況，毋須內地醫護支援。

非常時期 救人為首
醫學會前副會長林哲玄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反駁，本港疫情嚴峻，內

地可提供協助，尤其是儀器、專家意
見等。至於前線醫護人員方面，他指
縱使目前未急至要立即向內地求救，
但隨着疫情發展，要內地專才增援也
屬合理，不應將「內地醫護」拒於千
里之外，「全世界很多地方也會這
樣，例如美國也會派醫療船到其他國
家。」

內地專才可助建設管理「方艙」
對醫護人手並無不足的言論，林哲

玄表明不認同，「過去十年八載，從
未聽過醫管局人手足夠。」他指出，
現時部分專科人手確實充足，但不代
表全都可調往應付刻下的疫情，「外
科協助做檢驗或照顧輕微病情患者無
問題，但如果係重症患者，總不能叫
骨科、婦產科醫護人員去處理。」他
表示，內地有不少重症病、傳染病科
及呼吸道科的專才，有需要絕對可向
香港提供協助。
工聯會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副主席

馮權國亦強調，如今是非常時期，應
以救人為首要考慮，倘香港確診個案
繼續上升，本地人手不足以應付，國
家從內地派醫護來港協助，應該慶
幸，「他們是來救人而非搶飯碗
的。」他批評個別團體及醫護人員只

顧自身利益，言論狹隘及沒有良知。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

超早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便表
示，若本港疫情持續大爆發，內地可
輸入工程人才協助興建方艙醫院，甚
至將武漢等地曾使用過的方艙醫院運
至本港，令本港短時間內有足夠隔離
設施防止疫情進一步失控。
他續說，如果本港醫療系統「爆

煲」，內地醫護人員也可暫時來港協
助，「最好係一隊醫護嚟香港，唔使
加入本港醫護團隊磨合，佢哋可以負
責方艙醫院，甚至一啲公立醫院外流
動深切治療病人嘅工作，本港醫護則
集中公立醫院入面。」
梁子超強調，特殊情況應有特殊安

排，疫情大爆發就應爭分奪秒，「好
多國家處於災難時，都會畀外國應急
部隊入去幫手。」他補充，倘疫情大
爆發來得太快，來不及興建方艙醫
院，特區政府也應向內地求救，或將
部分病人送往深圳隔離治療，「呢個
方法之前歐洲各國之間都用過，但我
認為要到情非得已時先考慮，因為運
送病人始終有一定難度，加上如何通
關都要考慮。」

鯉魚門隔離設施首批23人入住

◀公立醫院人手及負壓病房使用量接近「爆煲」，但
部分醫護竟以「香港人手充足」為由反對內地醫護援
手。圖為仁濟醫院急症室。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方在鯉魚門度假村外設檢查站，檢查進入的車輛和
工作人員，核實身份才可進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