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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香港爆發第三波新冠病毒疫情以來，新增確診個案一直在高處

橫行，衞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新增125宗確診個案，其中124宗均

屬本地感染病例，已是連續11天確診個案超過100宗。同日，逾70

人初步確診，其中明愛醫院一名有家人確診的內科醫生昨早有喉嚨

痛的症狀，結果經病毒檢測初步確診。由於他前日仍有當值，在醫院為病人診症，醫院管理局只表示仍進行

追蹤，暫未了解到該名醫生曾接觸多少病人。瑪麗醫院繳費處有一名女文員、屯門醫院一名81歲有長期病

患的男病人亦確診，有關的緊密接觸者均已獲安排隔離檢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明愛醫生中招 發病前仍診症
昨增124宗本地病例 連續11天確診超百宗

一日六人死亡 均有長期病患

■■旺角怡安閣直銷公司旺角怡安閣直銷公司「「Star GlobalStar Global」」群組再多群組再多77人證人證
實染疫實染疫，，令該群組累計已有令該群組累計已有1717人確診人確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多個
爆發新冠疫情的群組昨日續有新增個
案，其中旺角怡安閣直銷公司「Star
Global」群組再多7人證實染疫，令
該群組累計已有17人確診。衞生防護
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指出，該群
組患者多為年輕女子，通常病情較
輕，仍繼續參加活動，易令病毒擴
散，現要追蹤逾100人。
旺角怡安閣直銷公司「Star Glob-
al」群組早前已有10人確診，昨再增
加7宗個案。有關直銷中心專售紅酒
及化妝品等，會在大廈地庫進行培訓
及舉行會議，張竹君指有確診人士上
周仍有舉辦會議和聚會，涉及約100
多人，或要全部送往檢疫。

多數參與者沒有戴口罩
她續說，該群組患者多是20歲至30

歲的年輕女子，通常病情輕微故不察
覺，仍會繼續參加其他活動，容易傳
播病毒，而該群組早前的20多人培訓
活動亦屬高危，且多數參與者都沒有
戴口罩，中心已與警方合作追查員工
和客人的行蹤，有待跟進。
前日，上水屠房有三人初步確診，

昨日已轉為確診，令屠房累計有10人

確診。新增確診個案包括三名39歲至
69歲的男子，當中一人並無病徵。食
物環境衞生署表示，由於上水屠房近
日出現數宗確診個案，署方昨日凌晨
零時開始，只准許新冠病毒檢測結果
為陰性的人士進入屠房範圍。
食環署續指，已為在上水屠房工作

的政府人員及持份者，包括營運者、
入口商、買手及運輸公司員工等安排
進行病毒檢測，除7月30日公布的三
宗初步確診個案外，其他人士檢測結
果均為陰性，署方並強調，活豬供應
不受影響。
其他工作場所亦續有確診個案出

現，環境保護署昨日表示，該署一名
環境保護督察確診，患者在九龍灣南
豐商業中心五樓工作，日常負責外出
調查投訴事宜及在辦公室撰寫報告，
辦公室並不對外開放。患者家人早前
確診，故他獲安排進行病毒檢測，上
月31日晚證實確診，而他最後於7月
16日上班，外出工作及在辦公室時均
佩戴口罩。
機場管理局亦表示，昨日收到順豐速

運（香港）有限公司通知，一名在機場
行李寄存及送遞服務櫃枱工作的員工確
診，而該員工已離職，他最後上班日期

為7月25日，當日曾
到機場「can.teen」
餐廳購買外賣，其工
作範圍已清潔及消
毒。順豐已安排與確
診員工同一更次當值
的員工接受檢測並留
在家中等待結果。
另外，機管局表

示，機場行李寄存及
送遞服務昨晚運作至
晚上11時30分，今
日至5日的服務時間
將縮短至早上9時至
晚上6時。

■■明愛醫院急症室明愛醫院急症室，，保安員早已配上裝備保安員早已配上裝備「「全面戒備全面戒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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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明愛醫院一名有家人確診的明愛醫院一名有家人確診的
內科醫生昨早有喉嚨痛的症內科醫生昨早有喉嚨痛的症
狀狀，，結果經病毒檢測初步確結果經病毒檢測初步確
診診。。圖為明愛醫院圖為明愛醫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唐文）第三波疫情
為長者殺手，醫院管理局昨在一日內先後公
布多達6名確診長者不幸離世，為爆發疫情
以來單日死亡數最高的一日，亦令累計在公
立醫院的死亡確診患者人數增至33人。另
外，一名初步確診長者前晚氣促入住聯合醫
院，至昨日清晨不治，病毒檢測顯示其初步
確診。對於本港在一個月內便有26名確診
長者相繼不治，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
全及風險管理）何婉霞表示，新一波疫情的
確診病人以長者居多，大部分有長期病患，

感染後引起併發症的機會高。
伊利沙伯醫院及屯門醫院昨日分別有兩名

確診長者死亡，其中伊院死亡患者是79歲
男子（個案2896），為慈雲山慈民邨民裕樓
居民，本身有長期病患，7月27日因咳嗽入
院，7月31日晚上11時44分離世。屯門醫
院的死者是89歲女病人（個案2705），為
屯門新墟康和護老中心黃金分院院友，亦有
長期病患，她7月26日因發燒入院，昨日凌
晨零時20分離世，而她是康和第二名染疫
死亡的長者。醫管局指兩名病人情況持續惡

化，家屬均同意不為病人施行心肺復甦術。
醫管局昨晚公布，伊院及屯門醫院再各有

一名確診長者不治，屯門醫院死者為90歲
女病人（個案2703），亦是康和護老中心黃
金分院院友，即康和一日內有兩名院友不
治，她本身有長期病患，7月26日發燒入
院，情況持續惡化，至昨晚上8時40分離
世；伊院的死者為 92 歲女病人（個案
2246），患有慢性心臟衰竭及糖尿病，7月
12日因跌倒及發燒入院，情況持續轉差，至
昨晚8時08分離世。

另外，瑪麗醫院一名86歲確診男病人
（個案1473）昨日亦不治，死者為慈雲山港
泰護老中心院友，有長期病患，7月11日確
診入院，延至昨早9時50分離世。東區醫院
昨亦有一名79歲女病人（個案3201）死
亡，她居於柴灣興華（一）邨興翠樓，同樣
有長期病患，7月29日因發燒及氣喘入院，
情況持續轉差，昨午2時31分離世。

3死者同為安老院院友
6名確診者死亡個案中，3人也是安老院

院友，其中康和護老中心至少32名院友染
疫，至今3人死亡；港泰護老中心則有34名
院友染疫，至今8人死亡，港泰確診院友死
亡率約24%。
另外，聯合醫院一名88歲有長期病患的
病人前晚（31日）因氣促入院，經搶救無
效，昨晨5時30分離世，而其病毒檢測證實
為初步陽性。
對於死亡個案急增，何婉霞表示7月確診

病人的年齡層與第二波不同，第二波主要為
外地回港學生，第三波則多為長者，大部分
有長期病患，感染後引起併發症機會高。她
續指，整體而言，本港新冠肺炎死亡率約
0.9%，與外國相比不算太差，且本港嚴重及
危殆個案少於5%，與外國相比亦算偏低。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
日在最新疫情簡報會上指出，在新

增的124宗本地確診個案中，有79宗與之
前的確診者有關連，其中62宗涉及親友聚
會等。相關的家庭群組主要涉及同住家人
和祖父母及其他親友等，當中倘有一人感
染病毒，可能傳染其他家人。至於不明源
頭的個案亦有45宗，另有1宗為輸入個
案，患者由英國返港。

醫生家人確診 難料接觸人數
同日有超過70宗初步確診個案，相信今
日證實確診人數仍會高企。醫院管理局總行
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何婉霞表
示，明愛醫院一名內科醫生昨日剛初步確診
感染新冠病毒，他昨日上午因喉嚨痛和不
適，到急症室求醫，接受檢測後結果顯示初
步確診，而該名醫生一名家人已確診。
她補充，該名男醫生主要負責照顧住院

病人，為病人診症和進行身體檢查，而他
初步確診前一天（7月31日）仍有上班，
工作期間曾接觸過病人，但其有佩戴外科
口罩和注意手部衞生。
至於該醫生為何有家人確診仍返醫院當

值，何婉霞表示，該醫生是家人前晚證實
確診染疫前上班。被問及該醫生曾與多少
病人和同事接觸等，醫管局則表示其才剛
初步確診，局方正進行接觸追蹤，暫未有
詳細資料。

瑪麗屯門醫院亦出現確診
其他醫院亦再出現確診個案。瑪麗醫院

繳費處有一名女文員7月31日因喉嚨痛、
咳嗽、流鼻水到職員診所求診，昨午深喉
唾液樣本初步檢測呈陽性反應，正等待進
一步檢測結果。該名文員主要在S座一樓
繳費處負責櫃枱收費工作，昨早仍有上
班，工作期間全程佩戴口罩。

瑪麗醫院昨日下午得知有關消息後，醫
院感染控制組已聯同衞生防護中心跟進，
暫有四名繳費處職員被界定為密切接觸
者，需接受檢疫安排。院方會繼續調查工
作，並聯絡該部門其他職員了解。
該院感染控制組完成實地評估後，認為

收費櫃枱與公眾有膠板分隔，收費過程中
職員與公眾接觸時間有限。院方今早9時
起暫停S座一樓繳費處服務14日至本月16
日，其間病人可改往正院地下入院登記處
或急症室繳費。
何婉霞又表示，屯門醫院一名81歲有長

期病患的男病人亦確診。患者曾到急症室
求醫，並在急症室的病房內逗留，而兩名
曾在同一病格的病人被列為緊密接觸者，
其中一名病人現於屯門醫院隔離檢疫，另
一人則已出院，會交由衞生防護中心跟
進；另有兩名清潔洗手間的員工因沒有穿
着合適保護裝備被列為緊密接觸者，將安
排進行檢疫。

張竹君：暫未見防疫措施成效
新冠病毒確診個案現時每日以超過一百

宗增加，張竹君形容是在「高處橫行」，
暫時未能看見防疫措施成效，並指病毒有
一兩個星期的潛伏期，或需要較長時間才
能看到效果。她續說，部分人確診前周末
如常聚會，如有人上月下旬仍曾參加燒烤
等活動，亦有部分個案曾到人多地方，影
響整個防疫措施，也可能隨時再出現大爆
發。
另外，衞生防護中心搞錯確診者資料，

將一名確診者當成是兩個人。張竹君表
示，個案2327與2978經查證後發現屬同
一名患者，因此新增確診病人會取代2978
編號。她解釋，該名確診患者早前入院時
以護照登記，但其身份證與護照英文譯名
不同，經翻查後發現患者資料重複登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