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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銷中心爆疫 先後11人中招
2020年8月1日（星期六）

地庫可納百人培訓開會 個別確診者曾一起上堂工作



(

香港自爆發第三波新冠病毒疫情
後，特區政府不斷採取限制社交距離
的措施冀控制病毒在社區傳播，但多
個工作場所陸續出現爆發個案，其中
一間直銷中心先後有 11 人確診或初步
確診。該公司主要業務是直銷紅酒及
化妝品，更有一個可客納百人活動的
地方。衞生防護中心正與警方合作跟
進事件，包括了解員工近日的活動情
況，以及有否顧客有感染危機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118 宗本地感染個案中，
在昨日新增的
首次發現有「直銷群組」：位於亞皆

老 街 怡 安 閣 地 下 的 直 銷 公 司 「STAR
GLOBAL」本身已有兩人確診，他們分別
於上月 19 日及 24 日發病，昨日再多四人確
診，另有五宗初步確診，累計涉及11人。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
該公司的業務主要是直銷紅酒和化妝品，而
直銷中心的地庫，設有一個可客納百人培
訓、開會或見客的地方，個別確診者曾經一
起上堂、工作或用膳。另外，該公司約有20

■全副防禦裝備的清潔工人在怡安閣正門
噴灑消毒液消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人於上月27日曾到太子美利大廈接受培訓。
她指出，該直銷中心上月 24 日進行清
潔，亦已暫時關閉。衞生防護中心與警方合
作跟進該公司情況，包括公司有多少職員、
最近有否舉行過數十人的大型聚會，以及有
否顧客有感染危機等。

堅城群組再增兩確診
中心仍在調查該公司的運作模式，至於直
銷中心的傳播風險，則要視乎環境空氣、人
數、有否戴口罩及銷售模式等，若曾與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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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面對面交談，自然會增加感染機會。由於地
庫可容納百人，且已陸續出現確診個案，確
實擔心有傳播風險。
除該直銷中心群組外，之前已累計有 23
宗確診個案的堅城（梁氏）建築群組昨日再
多一人確診。堅城位於觀塘創紀之城三期的
辦公室，亦有一名清潔同層洗手間的清潔工

人確診，令該群組累計有25人確診。
新城電台群組則再多兩人確診，令該群
組累計有八人染疫。張竹君指出，兩名新
增的確診者應是到電台接受訪問的人士。
新城電台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新增確診
者為嘉賓主持，最後到訪電台的日子是上
月 21 日，之後沒再進入電台工作。新城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本港繼續出
現院舍爆發新冠病毒個案，當中屯門康和護老
中心黃金分院再多三人確診，累計有 37 人染
疫。另外，粉嶺耀能協會賽馬會白普理華心護
康中心再多一名院友初步確診，鑽石山志蓮日
間護理中心則有員工受感染。對於持續出現院
舍爆發個案，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
君承認，不少院舍未必適合長者在院內隔離，
也難隨時及有足夠地方可將他們搬走，政府有
關部門已盡力想辦法安排隔離設施。
衞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院舍新增個案，當中
鑽石山志蓮日間護理中心有一名清潔工確診，
他曾與十多名同事一起用餐，該些同事被列為
密切接觸者，要送往檢疫中心隔離檢疫，而護
理中心則已關閉。
另外，早前已有兩宗個案的粉嶺耀能協會賽
馬會白普理華心護康中心，醫管局協助居住該
中心的人士進行病毒檢測，結果再有一名院友
初步確診，其餘院友檢測結果為陰性，與該名
初步確診院友同住的人士需要檢疫。
另外，明愛賽馬會荔景社會服務中心的復康
工場亦有一名導師初步確診，其家人亦確診，
衞生防護中心相信屬家中感染，但會安排到該
中心派發樣本瓶作病毒檢測。至於前日公布的
西營盤高街明愛恩翠苑一名照顧員初步確診個
案，張竹君表示亦會派發樣本瓶進行病毒測
試。
對於持續出現院舍爆發確診個案，張竹君指
出，隨着社區爆發，院舍難免出現感染病例，
由於照顧員每日上班都會接觸院友，希望員工
穿着保護裝備及做足洗手程序，最擔心是長者
「一個傳一個」。她又指出，本港安老院舍環
境並不寬敞，未必適合在院內隔離長者，但亦
非可以隨時搬走長者及有足夠地方安置他們，
有關部門已盡力設法為受影響長者安排隔離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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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多兩長者離世 累計 27 人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多
間安老院舍相繼爆發新冠病毒疫
情，昨日一日內再有兩名確診長
者不幸染疫離世，兩人分別是慈
雲山港泰護老中心和屯門康和護
老中心黃金分院的院友。7月5日
開始爆發第三波疫情以來，不足
一個月內已有20名確診者不治，
全部是70歲以上的長者，而本港
至今累計在公立醫院死亡的確診
患者已增至27人。
其中一名感染新冠病毒離世的
長者，是港泰護老中心91歲男院
友（個案 1339）。瑪麗醫院發言
人表示，該名男病人本身有長期
病患，他於 7 月 10 日因確診染疫
入住瑪麗醫院接受治療，但其情

況持續惡化，延至昨早 11 時 34
分離世。院方對病人離世感到難
過，會為家屬提供適切協助。

港泰護老中心逾九成院友確診
港泰護老中心為疫情重災區之
一，超過九成院友已確診染疫，
連同昨早不治的男院友，至今已
有 7 名院友死亡，佔全院 37 名院
友的19%。
至於另一名死者，則是屯門康
和護老中心的82歲女院友（個案
2747）。屯門醫院發言人表示，
該名女病人亦有長期病患，7 月
26 日因發燒入住屯門醫院接受治
療，而病人情況持續惡化，醫院
就病人病情與家屬溝通，家屬同

意若病人情況再轉差時不施行心
肺復甦術，而病人延至昨日凌晨
零時18分離世，成為康和群組的
首名染疫死亡個案。
第三波疫情的20名離世病人均
是70歲以上長者，醫院管理局總行
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何
婉霞醫生解釋，大部分長者也有長
期病患，染疫易導致器官衰竭，加
上年事已高，與家屬商討後未必施
行心肺復甦法延長生命。
被問及長者確診有否使用能有
效治療肺炎的新藥「瑞德西
韋」，她則表示藥廠暫時未有該
藥供港，但藥物已在本港註冊並
經臨床測試，如病人有需要，藥
廠可以供應。

再多一病人染疫 伊院加強高危群組篩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第
三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出現社
區爆發，疫情並有蔓延至公立醫院
之勢，伊利沙伯醫院前晚再多一名
住院病人初步確診。但院方表示，
無計劃對所有剛入院病人進行病毒
檢測，確定未有染疫才入住普通病
房，但強調只會對的士司機和慈雲
山居民等高危群組的入院人士加強
病毒篩查，他們即使沒有病徵亦會
獲安排接受病毒檢測，阻截隱形患
者入住普通病房。
多間醫院近日都曾有病人在入住
普通病房後確診新冠肺炎，一名上
周五（24 日）一度入住屯門醫院急
症病房，並在本周一（27 日）和前
日分別到過該院急症室求診的 81 歲

老翁，日前確診新冠肺炎，醫院需
要徹底清潔消毒，並進行個案追
蹤。
伊利沙伯醫院也有類似情況，一
名本身有長期病患的 71 歲女病人周
三（29 日）因為頭暈入院，初時情
況穩定，沒發燒或任何新冠肺炎的
徵狀，獲安排入住內科病房，但至
前日下午感到更多不適，被轉到監
察病房，並在同日晚上初步確診。
醫院其後展開接觸追蹤，將 10 名
與患者同住過一個病格的病人列為
緊密接觸者，需要接受檢疫，至於
醫護人員則全部都穿上合適保護裝
備，亦未有在病房內進行高風險程
序，全部無需隔離。
該院之前亦試過有多名新冠肺炎

患者在確診前入住普通病房，當中
A6 病房更因而出現院內感染，有病
人其後不治去世，有報道指該院計
劃要求所有病人入院前先接受新冠
病毒檢測，病人須在急症室等候檢
測結果才可以入院。

加開監察病房處理懷疑個案
不過，伊利沙伯醫院發言人表
示，現時沒有計劃要求所有病人必
須於入院前先進行病毒檢測，及有
結果才獲安排入院，指該院現時已
執行「加強化驗室監察計劃」，加
強入院病人的病毒篩查，重申醫院
會根據入院病人的病徵、居住地點
或職業等風險因素評估病人風險而
安排病毒檢測，並會加開監察病房

處理更多懷疑個案。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總理（病人安
全及風險管理）何婉霞亦表示，部
分病人到達醫院時情況已經十分危
急，醫護人員不可能等檢測有結果
才收症。她並指，香港的疫情現時
十分嚴重，醫管局化驗室每日化驗
樣本一度超過 6,000 個，若不論入院
病人風險高低及有沒有病徵都安排
檢驗，不但會阻礙有需要的病人入
院，更會拖垮化驗室。
另外，東區醫院接獲通知，一名
腫瘤科外展護士在本月 13 日及 20 日
分別探訪過的病人、其家人和外傭
分別確診，由於患者在外展護士探
訪期間並未戴上口罩，故該名護士
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紅會職員初步確診 捐血站維持運作

院舍爆疫不停 不宜長者隔離

台已於上月 22 日為整個辦公室進行全面消
毒清潔，為安全起見，新城會安排曾與新
增確診者有工作接觸的員工進行另一輪新
型冠狀病毒測試。
其他確診個案還包括旺角雅蘭中心稻香群
組新增一宗個案、運輸及房屋局的的士司機檢
測計劃，及再發現一宗的士司機感染個案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紅十字會繼上月先
後有兩名捐血者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後，一名在西九龍海
庭道的總部員工亦初步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紅十字
會昨日關閉總部大樓部分樓層進行消毒清潔，但總部內
的六樓捐血站則維持正常運作。
紅十字會表示，該名初步確診的職員，上月18日及25
日在總部大樓內工作，但其當時並沒有病徵，亦沒有到
過位於六樓的捐血站，故總部昨關閉部分樓層清潔消
毒，而捐血站未受影響，維持正常運作，但電話熱線服
務將受影響，呼籲市民以電郵聯絡。紅十字會又表示，
正追蹤該員工的密切接觸者。

血庫告急 醫生籲捐血救人
由於疫情影響，紅十字會之前又有巿民捐血後才發現
確診染疫，加上 6 月下旬發生女抽血員在輔警總部的捐
血活動上佩戴仇警飾物事件，令前往捐血人數銳減，血
庫告急，醫院管理局再次呼籲市民到捐血站捐血，指出
現時血庫情況非常嚴峻，存量跌至極低水平，只能應付
未來三至四日用量，故呼籲大家在可行情況下盡快捐
血，補充血庫存量，以應付醫院每日面對的緊急狀況。
有麻醉科醫生日前則在網上呼籲巿民捐血，直言：「沒
有血，真係很多病人都會死。我可以告訴你，一包血，絕
對可以令一個要做手術的BB起死回生。而每天都有好多
病人需要血液：生BB時流了很多血的媽媽、意外被車撞
了的路人、患上癌症的小朋友⋯⋯血，沒有替代品啊。」
該醫生強調捐血中心已實施防疫措施，「如果你會出
門，回家前，可唔可以去一去捐血中心？這個也是一個
愛德的行為。」

恢復日間堂食 市民食肆讚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禁日間堂食令」實行兩天後昨
日解封，市民再到食肆享用早午餐，不少食肆和顧客也表歡迎。
在上水經營茶餐廳的王先生指其店舖有賣點心，不少長者光
顧，但之前禁堂食無法在店內用餐，老顧客有微言，他曾讓兩三
名 80 多歲長者進店吃點心，或提供小板凳讓長者坐在餐廳外進
食，「佢哋八十幾歲，睇到佢哋企喺街食嘢真係好心疼。」由於
其餐廳本來有做外賣，禁令對生意未有太大衝擊，僅跌一成。
經營米線店的王小姐則說，上水街市出現群組，為確保顧客和
員工安全，她在政府推行禁堂食令前幾天已改為只做外賣，又指
最影響生意的是禁晚市，令其失去近六成生意。
從事資訊科技行業的食客鄭先生表示，過去兩天要買外賣回辦
公室，但上司也在同一個空間用餐，感到有壓迫感，笑言「連吃
個飯都有壓力，怕突然被人叫去做嘢。」裝修工人李先生則表示
買外賣來回工地需時 10 多分鐘，且工地沒有空調，直言回到工
地時「飯就凍，個人熱辣辣」，幸政府煞停禁令，否則昨日要
「冒雨買飯，挨熱食飯」。

■「 禁 日 間
堂 食 令 」實
行兩天後昨
日解封。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