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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新冠病

毒疫情肆虐，

公立醫院隔離

設 施 不 敷 應

用，醫院管理局昨日啟用設於亞洲國際博覽館的社區治療設

施，首日截至晚上8時30分，共接收了22名（9男13女）

在社區等候入院的病徵輕微患者，另有一名男病人因臨床情

況轉送瑪嘉烈醫院跟進。醫管局將進一步改建亞博館二號展

館收治確診病人，以額外提供400張病床，但天水圍醫院急

症科顧問醫生李立業未有承諾患者可以在確診後立即入院，

只是表示會盡力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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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醫院現時雖然已開設656間
一線隔離病房，提供1,236張

一線隔離病床，但截至昨早9時，
仍有1,179名患者留醫，一線隔離
病房和負壓病床使用率分別達80%
和77%，二線隔離病房和社區隔離
設施亦已分別接收了約300名和約
200名情況較穩定的病人。若以現
時有3,397人確診的數字減去死亡
和出院人數推算，仍有逾300名病
人留在社區。
醫管局14名醫生和約50名護士
在內約100人醫療團隊，昨日正式
進駐亞博館，中午左右開始接收患
者。李立業表示，亞博館啟用首兩
日只會分別接收 20 名至 30 名病
人，預計明日才會收治更多仍在社
區的確診者，而隨着亞博館留醫病
人增加，在亞博工作的醫生團隊將
在星期六增至28人。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
風險管理）何婉霞在疫情簡報會表
示，亞博設施乃新治療模式，局方
會了解首日運作遇到問題和是否暢
順，希望之後收治更多病人。

設書桌儲物櫃 無簷幕利監察
亞博館一號展館現設置500個病

格，男女病人分別入住左右兩邊病
格，病格內除有病床，亦放置書桌
和儲物櫃，分隔病格的隔板上半部
採透明設計，並沒有簾幕供病人保
障私隱。醫管局解釋設計是要方便
監察不同病區情況、避免影響空氣
流通和減少清潔工作。另外，病房
出入口分別設有供醫護人員穿上和
卸下保護裝備的區域。
醫管局護理服務部總護士長梁明
指出，患者由救護車送抵亞博館後
需先登記和戴上手帶，醫護人員之
後會為他們進行X光、血液及心電
圖等檢查，倘發現情況不理想會即
時送往公立醫院。另外，病人資料

及病情記錄以電子方式存檔，減低
使用紙本文件引起的感染風險。

須自行量體溫 醫護視像溝通
有別於正式醫院，醫生在社區治

療設施內不會經常巡房，只由中央
控制中心的保安人員透過監察閉路
電視了解病人狀況，患者留醫期間
要每日自行量度血液含氧量、體溫
和血壓，醫護人員透過電腦系統在
病格外查閱，每日最少一次以視像
對話系統與病人溝通，有需要才進
入病格，但醫護人員仍會每日安排
病人留深喉唾液樣本作病毒測試、
隔日照X光和每隔三日抽血。
公立醫院用於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的一線隔離病房每小時最少換氣六
次，瑪麗醫院微生物學部門主管鄭
智聰指亞博館場地大，工程學上有
另一套準則，已改裝成病房的一號
展館原已可提供每人每秒80公升空
氣，符合世衞組織相關標準，加上
醫護人員工作時都穿全套保護裝
備，相信不會有感染發生。
近日大批病人確診後未獲安排即

時入院，社區治療設施有助紓緩情
況，但李立業被問及醫管局有否訂
下患者確診同日送院目標時，只表
示盡力而為，「暫時我答唔到究竟
多少日可以紓緩，呢個（社區治療
設施）要睇疫情方向同社區確診者
嘅年齡同病情，但相信對紓緩一定
有幫助。」
他透露，醫管局正準備改裝亞博

館二號展館成為另一個社區治療治
施，預計再提供400個病床，但暫
未有啟用時間表。
另外，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和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昨早到亞博館視
察，了解社區治療設施準備情況和運
作流程，陳肇始衷心感謝醫管局及相
關部門前線與後勤人員，在短時間內
完成設施的籌組與建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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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食
物環境衞生署昨日表示，鑑於近日
疫情嚴峻，為保障街市檔戶及市民
健康和安全，正進一步加強抗疫防
疫措施，包括透過機電工程署的全
力配合，已在九龍區六個人流較多
的街市安裝體溫探測系統，此外今
日起的三天內將安排12個位於港
島、九龍及新界區的公眾街市，陸
續提早一小時關閉以進行深層清潔
消毒工作。

六街市安裝體溫探測系統

食環署發言人指出，六個已安裝體
溫探測系統的包括牛池灣、牛頭角、
紅磡、北河街、大成街及大角咀街
市，署方會陸續在其他人流較多街市
安裝體溫探測系統，並會在部分街市
安排員工以手提體溫探測儀，為顧客
量度體溫，以加強防疫效果。
食環署並會與機電工程署合力改

善部分街市空氣流通的情況，並按
實際需要，盡快為部分街巿購置水
冷移動式空調機。

紅磡街市昨清潔消毒

因應昨日有新增新冠病毒確診個
案與紅磡街市有關連，該街巿昨晚
提早一小時於下午7時關閉，由食環
署清潔及消毒確診者曾使用的範
圍，以進行深層清潔消毒工作。
為進一步加強轄下街市清潔和消

毒工作，食環署繼過去兩周額外安
排20多個公眾街市提早關閉一小時
進行深層清潔消毒外，今日起至周
二，亦安排另外12個街市進行深層
清潔消毒工作，包括為街市公用地
方及設施進行徹底清潔及消毒，並
呼籲街巿檔戶配合在各自攤檔範圍

清潔消毒，改善街市整體衞生情
況。該署亦會在街巿外圍及附近街
道進行深層清潔。
食環署發言人表示，該署在疫情

期間已加強街市公用地方及設施的
清潔及消毒工作，早前並發信予轄
下街市檔戶，提醒在街市範圍內佩
戴口罩，並時刻保持手部清潔，並
於日前向轄下街市檔戶派發外科口
罩及消毒搓手液，及在電梯大堂、
扶手電梯及公磅附近等公共地方擺
放消毒搓手液供顧客使用，保障檔
戶及市民的健康及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
港在第三波新冠病毒疫情來襲下，
醫療資源瀕臨崩潰，醫管局雖啟用
亞博館的社區治療設施，以分流確
診患者，但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副
主席馮權國指出，本港面對醫護人
手短缺，設立「方艙醫院」也未能
解決人手不足問題，因此需尋求內
地醫療隊來港支援。

醫局已出「最後一招」聘退休醫護
亞博館昨啟用作社區治療設施

外，中央亦派出內地核酸檢測支援
隊和內地方艙醫院支援隊來港。馮
權國前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本港醫療系統面對的問題，亦
包括醫護人手不足，直言亞博館設

施啟用也是「搶人手」，部分非緊
急醫護人員抽調到亞博館，醫管局
已出「最後一招」，即臨時聘請退
休醫護支援。
他表示，隨着檢測數量增加，估

計確診人數會相應增多：「搵到更
多隱形病人出嚟，到時可能每日有
200人至300人確診，要開多幾個方
艙醫院，但邊度仲有人（醫護人
員）去。」他認為，政府應提早部
署，尋求內地醫療隊支援。
對於有質疑指內地醫護資歷不

足，馮權國直斥該等言論不負責
任，指出內地疫情由爆發到受控，
足以證明內地醫護的能力，事實上
海外不少地區都有邀請內地醫護前
往支援，反問「點解香港唔得？」

港醫療系統無法應對再爆發
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主席潘佩璆

亦表示，據了解，本港目前整體醫
療系統承受力已達六成至八成，直
言在這狀態下，完全無法應對再一
輪的大爆發：「當我哋見到有病人
輪候入院，隔離病房周轉減慢、死
亡個案增加、等候檢測時間拉長，
都反映醫療系統負荷相當大。」
總工會前日便發表聲明，指出公

營醫療系統不勝負荷，瀕臨崩潰邊
緣，如負壓病房使用率將爆滿，有
確診者未能即時入院被迫逗留在住
區，易造成更多市民受感染，認為
應尋求內地醫療隊來港支援抗疫工
作。

工會：港缺人手需內地醫療隊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特區政府因應疫情嚴
峻而收緊防疫抗疫措施，部分市民亦因疫情擔驚受
怕不敢外出，令餐飲和零售業大受打擊。餐飲業專
業機構稻苗學會主席徐紋緯昨日指，至6月已約有
1,500間食肆結業，政府回復日間堂食後食肆生意仍
大跌七八成，擔心續會出現結業潮，若按沙士時有
一成食肆結業計算，或多達2,800間食肆會倒閉。
徐紋緯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早午市雖已恢復

堂食，但食肆生意仍下跌七八成，雖然有業主減
租，但業界欠租情況嚴重，有業主趁食肆獲得政府
支援後「催租」，現時酒樓亦只能「一桌兩人」，
若情況持續，估計都會陸續出現結業潮，形容業界
處於「生死邊緣」。
他指出，香港到6月已有1,500間食肆倒閉。
2003年，沙士肆虐時有1.1萬個食肆牌照，當年
10%食肆倒閉，今年有2.8萬多個牌照，若倒閉
10%，即會有2,800間食肆結業。
徐紋緯呼籲僱主收到保就業計劃的援助金，要按

承諾支付僱員薪金。同時，為避免員工與食客互相
感染，建議使用對環境有較少污染的即棄餐具，以
及食客用餐後應自行收拾餐具至指定地方。

「無支薪又無失業」員工擔憂恐懼
飲食業職工總會名譽會長郭宏興則指業界經營情

況嚴峻，有員工2月起已沒有工作，有僱主因申請
保就業計劃不解僱員工，但不少員工要放無薪假和
年假等，未能領取資助，在「無支薪又無失業」情
況下感到擔憂恐懼。
他補充，數萬名飲食業職工是散工，餐廳經營困
難下，就業情況更嚴峻，有一名擔起一家七口的餐
廳員工要向僱主借錢度日，建議政府向僱員直接發
放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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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街市清潔消毒
8月2日（星期日）
◆西灣河街市 ◆彩虹道街市
◆鵝頸街市 ◆新墟街市

8月3日（星期一）
◆鴨脷洲街市 ◆青衣街市
◆石塘咀街市 ◆聯和墟街市

8月4日（星期二）
◆柴灣街市 ◆香車街街市
◆黃泥涌街市 ◆寶湖道街市

■病格內除有病床，亦放置書桌和
儲物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醫護人員以鏡頭監察病區和病人情
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病人量度血壓的儀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醫護人員昨日進駐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亞博館的社區治療設施設有X光室
等設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亞博館社
區治療設施
以閉路電視
監察病人情
況。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設有抽風系
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進入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要經過智
能消毒通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首批患者由救護車送抵亞博館社區治
療設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食環署陸續安排街巿提早
關閉以進行深層清潔和消
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食環署已率先在六個公
眾街巿安裝體溫探測系
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男女病人分開左右兩邊的病格留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