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新冠病毒疫情第三波

持續下，暴露香港檢測能

力追不上病毒擴散速度的

弱點，國家衞健委應特區

政府的請求，派出「內地

核酸檢測支援隊」來港支

援抗疫，其中七名支援隊

先遣隊成員前日抵港，昨日與在港的內地檢測機構會

面及進行工作對接。正在廣州準備赴港的支援隊隊

長余德文就表示，香港公營機構新冠病毒檢測量每

天約一萬，遠遠不足以應對防疫需要，支援隊將與

內地在港的三間檢測機構合作，力爭把每日檢測量增

加至十萬至二十萬以上，並強調會在遵守香港相關法

律法規的情況下，更好地開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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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隊爭日檢測速升至廿萬
先遣隊七成員開展對接工作 強調守法規盼民理解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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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昨增80宗 12天後首回落至雙位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香港經歷連續12

天每日錄得逾百宗確診個案後，昨日首次出現回
落，錄得80宗新增確診個案，全部為本地個案，
另有約50宗初步確診。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
任張竹君表示，單日80宗個案仍偏高，認為要觀
察多幾日才能確定疫情受控，防疫措施暫不宜放
鬆，市民需再「忍耐一陣」。政府專家顧問、中
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則認為，近日不明
源頭個案比例有下跌趨勢，顯示早前收緊防疫措
施局部見效，惟工作群組仍是最大源頭，呼籲僱
主讓僱員在家工作。
昨日香港新增80宗新冠肺炎病例，全部屬本地

感染，當中24宗源頭未明，無源頭的個案比例已
由早前的逾半大減至三成。新增確診個案中，七

成、即56宗與之前個案有關連，也是連續12天後
首次確診個案回落至雙位數，是否顯示疫情退
潮？
張竹君有所保留，她表示：「數字好像低了少

許，但其實整體數字仍偏高，你想我們之前一兩
宗個案很緊張，現時少於一百宗已覺得下降，其
實仍要多觀察數天。真的很多個案便會發現，有
一堆人是整個家庭，由祖母至孫、姨媽姑姐全部
均是個案，我想大家暫時要忍耐一下。」
張竹君強調，每日確診數字有波動，要多觀察

一兩日才知道大趨勢，判斷疫情是否真的回落。
她又認為，市民暫時未能放鬆防疫措施，因為早
前所見一旦放鬆，市民就搞許多聚會活動，甚至
有整個家族感染的情況，呼籲市民再「忍耐多一

陣」。

許樹昌籲私企居家工作
許樹昌認為，不明源頭的個案減少是好消息，

顯示早前收緊防疫措施局部見效，但值得留意的
是最近的感染群組已由食肆群組轉移到工作群
組，有兩個工作群組有30人或以上染病，許樹
昌：「私人公司沒有像第二波那麼聽話，如果私
人企業可以容許員工盡可能居家工作，亦可以快
點幫助斬斷社區傳播鏈，相信都很難立例，真的
要市民、公司盡量配合，因為這場仗不可靠政府
打，如果大家不配合，第三波很久都不退，到時
想開關或者經濟復甦，難度更高。」
他表示，明白市民有抗疫疲勞，但呼籲各界不

要掉以輕心，尤其年輕人染病後病徵輕微，在不
知不覺間將病毒傳染給家人及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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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間在港的內地檢測機構「華昇
診斷中心」，其董事長胡定旭昨晨

到先遣隊下榻的九龍維景酒店，隨行還
有四名男子，他們身穿寫上「Huo-Yan
Laboratory（火眼實驗室）」字樣的白
色上衣。胡定旭逗留一小時後離開酒
店，沒回應傳媒提問；白衣男子隨後逐
一離開。
另據新華社報道，正身處廣州準備赴港
的余德文接受該社訪問時表示，支援隊會
先向中聯辦、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衞
生署、醫管局等機構了解他們的想法，也
會了解華昇、凱普和金域等三間檢測機構

的場地、設備和工作流程，以便盡快開展
檢測工作。而七名先遣隊成員主要負責和
本港檢測機構對接，已提出初步計劃，相
信很快會進入工作狀態。
他認為，香港疫情遲遲未能受控，與

檢測能力有限有關。目前，香港公立機
構每天檢測量僅約一萬，遠遠不足以應
對防疫需要，而三間內地在港檢測機構
的每日檢測量合共兩三萬，「支援隊與
內地檢測機構一起在短時間內大幅度地
提升總檢測能力，力爭每天的檢測量，
起碼達到十多二十萬，甚至更多。」
余德文透露，上月25日接到電話通

知要前往香港進行這次任務，承認龐
大的檢測量、香港疫情嚴峻和兩地法
律制度不同都是挑戰，但他有信心完
成任務。

態度專業 服務誠懇 做好檢測
他說：「香港從政策法律規章制度

上，跟內地是有些不同，所以我們要充
分了解和掌握，然後我們在遵守香港相
關的法律法規的情況下，更好地開展工
作，我們也開展了培訓，希望香港廣大
的民眾理解、支持和配合，支援隊有底
氣，會以最專業的態度和最誠懇的服務

做好檢測。」余德文透露，自己在廣州
等待過境手續辦好後，就會立即赴港。
先遣隊隊長郭鵬豪亦表示，「第一個

任務就是與本地檢測機構快速對接；第
二是了解本地檢測機構場地、設備以及
操作流程，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制定醫療
隊相關的一些操作技術方案，為後續大
規模的核酸檢測開展提供相應基礎。」
先遣隊副隊長鄧卓暉則說：「檢測能

力要技術骨幹，他們大部分能夠聽懂粵
語等，因為包括看檢驗報告也是要英語
等，我們挑選隊員的時候也是有要求
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第三波疫情來勢洶洶，
中央政府應特區政府要求，
迅速組成精銳的支援隊來港
協助抗疫，卻被別有用心的
人惡意抹黑。香港大學感染
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及
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
授許樹昌接受電台訪問時，
均承認香港有必要請「外
援」，許樹昌指出本港的檢
測中心欠缺資源和人手，即
使衞生署已24小時運作做病
毒檢測，但部分檢測仍需時
兩三天才有結果，導致有需
要安排隔離及治療的患者入
院進度滯後，內地支援人員
能紓緩香港醫療資源不足的
問題。

許樹昌：助速建臨時醫院
許樹昌相信，內地支援隊

能夠從陸路運送大批現成的
醫療物資來港，包括三級實
驗室設備，增加香港檢測
量。而且，目前亞博館的間
隔不足，內地人員亦能夠協
助香港人員籌建較完善的臨
時醫院，包括設置負壓系
統、獨立房間，以及彈性間
隔，並趕在冬天前建成，應
對可能出現的第四波疫情。
何栢良亦認為，香港檢測

能力已「見頂」，無法與病

毒單打獨鬥，他說：「1月至
今，衞生署、公立醫院的化
驗室人手都未有增加，儀器
同樣沒有明顯增加。若資源
已經盡用，但仍然無法短期內
大幅增加檢測量，政府應考慮
尋求外援，例如讓內地來港的
支援人員在社區設立一兩百
個街站，為出現病徵的市民
進行檢測。」
對於全民檢測，何栢良則認

為有技術問題。他表示，病毒
的傳播潛伏期為五天，若要做
到全民檢測，則需要比病毒傳
播速度快，必須在四天內完成
750萬人的檢測，並安排初步
確診者入院隔離，即每天要做
200萬個病毒檢測，他質疑操
作上有難度。

指全民檢測難度高
許樹昌也認為，內地進行全

民檢測均需要市民一星期內不
能外出，並安排人手盡快上門
收取樣本，及安排政府人員協
助購買生活物資。若香港實行
全民檢測，同樣需要配合「居
家令」，但現時仍有私人機構
未實行在家工作，社區內仍有
人流流動，即使進行全民檢
測，亦會有傳播風險，因此難
度很高。他建議在提升檢測量
後，進一步加強高危地區及行
業的病毒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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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亞博館社區
治療設施日前正式啟用，但等候入院的確診
者人龍仍未「清空」，截至昨日早上有約150
名確診者「有病無床位醫」，正在家居等候
入院。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
準）劉家獻解釋，亞博館的運作模式嶄新，
醫管局從未試過在社區進行檢測及安排病人
留醫，他坦言：「開頭嗰陣，都唔想一次過
送晒啲病人去亞博，對病人和同事嘅感染控
制、程序上都有危險。」該局會參考外國和
內地方艙醫院的做法及經驗，希望從中學
習，盡快分流病人到合適地方就醫。

仍有約150人等床位
截至昨早9時，醫管局開放的1,256張負壓

病床和675間負壓病房，使用率分別為75%和
76%；另有56名病人被送到亞博館社區治療
設施，約300名病人轉往二線隔離病房，約
200人轉到鯉魚門公園度假村社區隔離設施。
劉家獻昨日在疫情記者會上表示，醫管局
一直接收衞生防護中心轉介的新確診個案，
安排病人到不同地方接受治療，過往全送往
醫院；亞博館啟用後，18歲至60歲的病人先
送亞博館作初步檢查，若有需要才送院，但
若病人情況穩定則留在亞博館治療。他表
示，運作初期醫護仍在摸索和適應新模式，
故初時不會將大量確診者一口氣送入亞博
館。當亞博館的程序理順後，將有更多的病
人由社區送往亞博館。

重申轉送二線房有準則

有公院醫護向傳媒表示，為騰出更多的負
壓床位，有不少病毒含量偏高的確診者被轉
到二線隔離病床。劉家獻解釋，病人由一線
隔離病房轉到二線隔離病房有一定準則、條
件，包括病人的病徵、血液和肺片有改善、
沒有發燒，也會考慮病毒數值，但不會以其
中一項指標作為唯一的送運準則。
對於有護士指二線隔離病房的負壓系統與

正常規格不同，曾嘗試以抽氣機作測試，但
仍未能做到負壓效果。劉家獻指出，二線隔

離病房的病床改裝都經過工程部的嚴格規管
及測試，「唔係話求其改吓就得嘅」，重申
如病房有改變，會與醫院感染控制小組或工
程部溝通，有需要時可再作測試。
另有內科護士指需在普通病房為疑似確診

者做病毒檢測，擔心在沒有負壓的情況下傳
染給其他病人或醫護。劉家獻強調，醫院所
有的感染控制是有嚴格規則，什麼地方、什
麼步驟、什麼個人防護裝備，都有嚴格要
求。他舉例，如進行霧化程序，醫護人員須
穿上全套個人防護裝備，如N95、面罩等；如
處理普通醫療程序，則只須佩戴外科口罩。

■余德文 新華社訪問截圖

醫局：理順程序始增送患者入亞博

感染群組擴散情況感染群組擴散情況

明愛醫院群組明愛醫院群組 兩宗兩宗（（包括一名醫生及一名大包括一名醫生及一名大
埔道兆善護老中心院友埔道兆善護老中心院友））

瑪嘉烈醫院及佛教醫院瑪嘉烈醫院及佛教醫院 各有一名病人初步確診各有一名病人初步確診

李鄭屋順寧道敬福護理院李鄭屋順寧道敬福護理院 兩宗兩宗

救世軍隆亨長者之家救世軍隆亨長者之家 一宗一宗

Star GlobalStar Global直銷群組直銷群組 五宗五宗

的士司機的士司機 一宗一宗

上水文錦渡缸瓦甫地盤群組上水文錦渡缸瓦甫地盤群組 一宗一宗

上水屠房上水屠房 一宗一宗

家庭相關家庭相關 4444宗宗

■支援隊成員出發展開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竹君籲市民勿鬆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醫管局表示，理順程序始增送患者入亞博館。圖為亞博館治療設施。 資料圖片

新增確診群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