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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肆虐令市民減少外出，加

上曾有兩名捐血者確診，紅十字會早前又

爆出有「仇警」員工事件，令每天往輸血

的市民數目大減，血庫存量告急，恐有需

要時沒有血液救治病人。紅十字會輸血服

務中心行政及醫務總監李卓廣昨日指出，

現時每天只有約260人捐血，較之前每天約

500人減少了一半，目前血庫存量剩餘三四

天用量，呼籲合資格市民預約捐血。他強

調捐血站有做足防疫措施，環境安全，市

民可放心。

血庫臨「乾塘」只夠用三天
每日捐血人數減半 紅會：做足防疫市民可放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屯門護理員深水埗院友染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院舍群組續成疫情重災區，至少
再多兩間安老院舍首次有工作人
員或院友確診或初步確診。衞生
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公
布，賽馬會屯門盲人安老院一名
護理員確診，另外深水埗李鄭屋
敬福護理院有一名院友初步確
診。
賽馬會屯門盲人安老院有護

理員確診後，衞生防護中心已
安排院舍員工及長者接受檢
測。香港盲人輔導會補充，確診
員工平日照顧院友起居，包括協
助換片和洗澡等，其間有戴口罩
及手套，較常獨自用餐，最後上
班日期為本月25日，院方已安
排確診員工工作樓層的院友留
房監察，並全院消毒，會繼續
密切留意院友和職員健康狀
況。院方翻查該員工7月體溫記

錄並無異常，亦無申報出現病
徵，該員工丈夫早前不適，兩
人前往接受病毒檢測，同日確
診。
李鄭屋敬福護理院有院友初步

確診後，衞生防護中心昨派員到
院舍視察，得悉院舍約有44名院
友及逾20名員工，數人有不同程
度病徵，已到急症室接受檢測。
張竹君表示，該院舍報稱不會跟
元州街的敬福安老院交換工作人
員，中心會再作跟進。
至於早前已有確診個案的院舍

群組中，粉嶺東華三院寶鐘全英
安老院再有兩名護士確診，暫沒
有院友染疫；出現大規模爆發的
屯門康和護老中心黃金分院再添
四名院友及兩名照顧員合共六人
確診，令該群組累計增至33人確
診。另外，下葵涌中醫診所亦新
增一人確診。

電腦維修員確診 曾訪麥記十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連鎖快餐店麥

當勞昨日證實，一名外判服務供應商的電腦網
絡維修員早前確診新冠肺炎。
根據衞生防護中心資料，該名外判維修

員在潛伏期內曾到過十間麥當勞分店，麥
當勞強調已徹底清潔消毒該名維修員曾到
過的分店，相關分店至今沒有人感到身體
不適。

堅城組增四確診 麗豪地盤三中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衞生防護中心
昨日公布的新增確診個案中，再有多宗與建築
公司或地盤有關的個案，其中最大型爆發群組
堅城（梁氏）建築有限公司新增四人確診，其
中一名確診員工家人亦受感染，令群組累計增
至20人染疫，當中包括一名3歲男童。另外，
富豪酒店旗下麗豪航天城酒店項目亦有三名工
人初步確診。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

至今雖有多個地盤出現確診個案，且位置遍布
全港不同地區，但未聽到有大型爆發情況。
麗豪航天城酒店地盤三名初步確診的分判

商工人，負責酒店內部裝修。酒店所屬的富豪
國際酒店集團指出，負責籌劃的百利保集團接
獲工程承辦商通知，該三名屬分判商東源工程
有限公司的工人分別於本月27、28及29日初
步確診，承辦商得悉後即時關閉地盤進行徹底
消毒，而曾在涉事地盤工作的百利保集團及富
豪酒店集團員工，近乎全部已進行深喉唾液測
試，正等待結果並在家中自我隔離。
承建商聯力建築發言人表示，據分判商資

料，三名裝修工人分別居於小西灣富怡花園、
九龍灣彩褔邨及屯門區，而項目施工期間，約
60人與該三名工人屬同一工種，公司已安排
全部駐場員工進行病毒測試，並要求其他分判
商員工進行測試，檢測結果屬陰性始能復工，
地盤亦已於本周二停工徹底消毒。
張竹君昨被問到是否已出現大規模地盤爆

發時表示，至今有十多名地盤工人確診，多為
散工，會到不同地盤工作，遍報港九新界，包
括九龍灣、青衣、觀塘、啟德、中環、索罟灣

及小欖等地，暫未聽到有地盤出現大型爆發，
而部分註冊工人已一段時間未有到地盤工作，
需進一步了解確診源頭；而堅城（梁氏）建築
群組中，部分人曾到嘉里山地盤，但大部分於
辦公室工作。

上水屠房累計七人染疫
另外，上水屠房新增一人確診及兩人初步

確診，至今共有五人確診及兩人初步確診，當
中三人是買手，其他為理貨員或文員。食環署
表示，鑑於上水屠房出現新冠病毒個案，故為
所有進出屠房的持份者包括營運者、入口商、
買手及運輸公司安排病毒病檢測，檢測承辦商
昨日及今日到屠房取回所有進出屠房持份者的
深喉唾液樣本，隨即展開檢測工作。
而在運輸及房屋局為司機安排的檢測中，

則再發現多一名的士司機確診。

■衞生防護中心表示未見有地盤出現大型爆發
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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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廣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他明白疫情
嚴峻，市民減少外出亦不敢前往捐血，近日捐

血流動服務隊亦近乎暫停運作，但目前血庫存量只餘
三四日用量，而血庫存量達十天用量才算理想。他舉
例指出，前天僅收集到約260包血，血量十分低，希
望合資格市民可以伸出援手。

盼每日約有500人捐血
對於有兩名新冠確診患者曾捐血，李卓廣透露，已

跟進相關患者的血液樣本，發現不帶病毒，患者有機
會是在其他時間受感染，並非捐血前便染疫。他表
示，明白有關個案或影響市民的捐血信心，但強調捐
血站有做足防疫措施，環境安全，捐血過程安全，捐
血站亦照常運作，呼籲市民踴躍捐血。
他並表示，為了減少人流以及捐血者逗留時間，
建議捐血者可先利用應用程式「HK Blood」預約捐
血時間，期望未來每日能夠約有500人捐血。

醫專主席籲院士踴躍獻血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主席劉澤星亦向醫專院士發
信，指醫院每日需要250公升的血液，充足的供應
對於醫院急症室及各醫院部門非常重要，例如輸血
以救治危重病人，以及用於器官移植和緊急手術等
的需要，呼籲各院士與公眾一起為捐血出一分力。
不但捐血服務受疫情影響，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
心上月23日在輔警總部舉行捐血活動期間，捐血隊
一名女抽血員竟然佩戴仇警飾物，公然向捐血的警
員「挑機」，有職員甚至態度惡劣地向捐血警員
「掟」紀念品。在場輔警主管即時交涉無果，為維
護警隊尊嚴，輔警總部叫停捐血活動，並要求紅會
捐血隊離場，事件引發軒然大波，亦令市民對紅十
字會的信心大受打擊，一度觸發「拒捐潮」。
食物及衞生局、醫院管理局及紅十字會雖然已於
事件發生後，先後發表聲明對事件表示遺憾及致
歉，但仍然未能平息市民對事件的不滿，有捐血逾
50次的網民直言對紅十字會感到十分失望，並批評
有人將捐血者的善心視為理所當然、慷慨視為應
分，更指紅十字會若然未能妥善處理事件，自己將
不會繼續到紅十字會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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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7月29日，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就

近期的香港疫情發展及防控措施等問題回答記者提問時表
示，根據目前香港每日新增病例的數據來看，香港疫情正
在發展之中，已經出現了社區傳染，但還沒有出現指數級
增長。他建議在香港開展全民核酸篩查。

港未現指數級增長 陷拉鋸戰
鍾南山表示，現在疫情在香港，已經在社區進行傳染，

但是它不像西方國家是以幾何級數或者是連鎖反應式的指
數級增長，說明在一定意義上，現在正處於一個拉鋸戰。
在談到香港目前採取的防控措施時，鍾南山表示，雖然

目前的防控措施產生了一定的干預作用，但仍應進一步強
化和落實，比如對堂食以及聚集性活動進行限制，同時建
議在香港開展全民核酸篩查。
鍾南山說，香港現在還是抓住了兩個很主要的問題，一

個在慈雲山區，那個地方是聚集的地方，採取了整個區域
的核酸檢測；另外一個措施是，一旦發現有陽性，不管有
沒有症狀都要隔離。
鍾南山表示，如果是內地的話，採取的措施會比香港更

強。但香港有自己的特點，地方太小了、人口密度非常
高，完全採用同樣辦法的話對經濟發展等各方面會有一定
影響。
針對如何對香港疫情防控提供支持，鍾南山建議，應從

檢測試劑及人力方面提供支持，對於香港來說，主要問題
不是醫療問題，而是公共衞生防控的問題。「我要提醒的
是，香港在最近出現感染人數劇增的情況下、也出現了一
些很不好的現象。香港在困難時期、在疫情（防控）的非
常時期，要堅決打擊那些故意出來搗亂、搞聚集集會的
人，因為這涉及到香港七百多萬人的生命安全問題。」
關於香港如何採取措施進一步限制疫情蔓延，鍾南山提

出了幾點建議，一是建議進行全民核酸檢測，支持免費的
核酸檢測，同時加強香港與內地在防控和醫療救治方面的
交流。另外，一旦香港在哪些方面有需求的話，內地一定
會毫不猶豫、全力以赴。大家應該在預防、治療各方面都
要有一個更多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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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連日分別與英國外相藍韜
文、法國外長勒德里昂、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等通電
話。美國近期試圖糾集「五眼聯盟」及歐洲盟友圍
堵甚至圍剿中國，處心積慮策動新冷戰乃至熱戰，
企圖遏止中國和平發展，亦是特朗普謀求連任的算
計。中國一方面批駁美方對中國毫無理據的全方位
打壓，反擊對中國核心利益的不斷挑戰；另一方
面，立足於積極主動溝通，清晰表達中方的正確主
張和立場，努力避免戰略誤讀、誤判。中國對美國
圍堵策略的應對，顯示了充分的戰略理性，相信可
以逐步化解對立、對抗，力保中國和世界和平發展
的大環境。

美國近年對中國採取日益強烈的敵視政策，更把
所謂「五眼聯盟」其他成員國加拿大、英國、澳洲
和新西蘭作為圍堵中國的主要棋子。近期這些國家
在美國軟硬兼施的施壓和慫恿下，利用疫情、香
港、科技乃至軍事、司法等議題對華施行全方位攻
擊、圍堵。很明顯，美國試圖透過「五眼聯盟」逐
步落實由其主導的反華部署。更令人側目的是，美
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在尼克遜總統圖書館發表被外
界視為「新世紀的鐵幕演說」，形同把中美關係推
向全方位對抗的新冷戰階段。對此，不少西方有識
之士無不憂心忡忡。由48國學者和活動人士組織的
「拒絕新冷戰」視像研討會上周六（25日）舉行，
並發布聲明強調，任何針對中國的新冷戰都違背人
類利益，呼籲美國摒棄冷戰思維。

美國對中國步步緊逼，既是基於意識形態的偏見
和霸權，亦是特朗普為扭轉總統競選劣勢、爭取連
任的伎倆。由於處理疫情、種族矛盾一塌糊塗，特
朗普的民調大幅落後於對手拜登。打「中國牌」已

成為特朗普手中僅餘不多的選舉工具。美國有線新
聞網絡（CNN）的文章指出，美國人必須警惕特朗
普可能採取的伎倆，例如在選舉前後宣布動用緊急
權力以及發動一場海外軍事襲擊，「因為眾所周
知，美國公眾在戰時往往會團結在總統周圍。」

面對美國非理性的施壓和圍堵，中國的回應是
「不會隨美方起舞，但也絕不容美方胡來。」外長
王毅表示，「希望與美國實現不衝突、不對抗、相
互尊重、合作共贏，但必將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和民
族尊嚴，堅定維護自身正當發展權利，堅定維護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中國深知新冷戰是中美關係
及全人類的災難，不被「新鐵幕演說」所激怒，更
不以新冷戰方式回應美國的挑釁，不落入美國的圈
套。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在企業家座談會上講話強
調，「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我們要逐步形
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的新發展格局」，並且強調「堅持深化改革、擴大
開放」。這種態度和應對，顯示中國信心十足、進
退有據，保持了堅定而充分的戰略理性。

中國是全世界控制新冠疫情最成功的國家，第二
季 GDP 按年增加 3.2%，不僅較第一季收縮 6.8%明
顯改善，在全球各國陷入嚴重衰退之際，更顯亮麗
耀眼。評級機構惠譽指出，中國經濟顯著復甦，上
調中國今年 GDP 增長預測，由 1.2%調升至最新
2.7%，是惠譽評級當中增長最高的國家。中國有效
控制疫情，更全力協助世界各國抗疫，承諾把研發
的疫苗作為公共產品向全球提供，獲得全世界的肯
定。相信中國以高超的外交智慧和戰略，增強實
力、保持定力、以柔克剛，美國的圍堵注定不會得
逞。

中國保持戰略理性 立足溝通化解圍堵
本港新冠病例單日新增連續 8 天過

百，並連日有上百名確診者等待送院，
有個案確診12天，患者及其密切接觸者
仍只能留在家中等待和隔離，已有兩例
留家多日感染家人的個案。確診者入院
難，反映本港病床和醫護人手已面臨
「爆煲」，防疫形勢極不樂觀。醫管局
應清楚交代目前救治、隔離設施和醫護
人手的確切情況，特別要說明實際的短
缺情況，以釋除公眾疑慮。嚴峻形勢
下，當局必須將防疫救人作為唯一考
量，立即請求中央支援，利用大灣區資
源協助收治本港確診患者，如有技術層
面的困難，就實事求是盡快解決；但切
不可被荒謬的政治理由綁住手腳，妨礙
抗疫大局。

過百名確診者遲遲不能入院，只能留
在家中隔離、等待入院，傳染家人的風
險很高；若被傳染的無病症家人外出，
又可能進一步造成社區擴散。這是基本
的防疫抗疫規律。確診者遲遲不能入院
的現象絕對不能接受，並非是一句「不
理想」就可以搪塞過去。造成如此重大
防疫漏洞，根本原因是病床飽和。醫管
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坦言「想了很多不
同方法」，但只能向確診者表示「不好
意思」。大量確診者居家隔離，市民難
免惶恐不安，醫管局要向公眾清楚交代
原因，如實公布公立醫院病床、設備、
醫護人手的全面情況，並且認真評估未

來疫情持續下，防疫抗疫資源的缺口。
只有這樣，才能讓市民安心，才能引起
政府和社會對解決問題的足夠重視。

內地成功抗疫的經驗顯示，有效防疫
控疫的關鍵是要迅速檢測、及時隔離治
療，切斷病毒傳播鏈，要做到早發現、
早隔離、早治療。做到這些措施的基
礎，是要有充足的病床和醫護人手。本
港醫療資源不足的危機已擺在眼前，即
使本周六啟動亞博館的「方艙醫院」，
初期可提供500張病床，但在持續日增
過百病例的情況下，恐怕不足一周就會
爆滿。要有效突破本港防疫抗疫資源不
足的瓶頸，借助內地特別是大灣區的相
關醫療資源，實在別無選擇。

事實上，中央早前已應特區政府的請
求，協調派出專家隊協助興建「方艙醫
院」，加快病毒檢測。中央明確表示，
願意為本港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也就
是說，只要香港需要，其他防疫醫療資
源內地都可以提供支援，這其中自然也
包括臨近的灣區病床、醫護人手資源。
病床移不過來香港，香港可以將病人送
過去深圳，距離上比北區也就多半小時
車程；至於醫護人員，內地優秀而富有
治療新冠肺炎經驗的人才不在少數，派
來香港支援可以，在灣區救治送過去的
香港確診病人更方便。這不是異想天
開，只要有灣區一體化思維，解決其中
的技術層面問題並不困難。

進一步求助內地支援抗疫，真的很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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