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數據
確診個案
◆昨日確診宗數 74宗

◆有關聯個案 50宗

◆不明源頭個案 20宗

◆輸入個案 4宗

◆初步確診個案 約20宗

部分本地個案
◆家庭及朋友聚會感染 14宗

◆葵涌貨櫃碼頭群組 34宗

◆旺角長興大廈印傭群組 1宗

◆長興大廈外傭宿舍 2宗（一名外傭及

負責人一名家人）

◆東華學院 1宗（女學生）

◆維記牛奶 1宗（運輸工人）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本港確診數字近日緩慢下跌，但葵涌貨櫃碼頭群組的疫
情爆發令確診宗數回升，迄今碼頭群組累計有63人染

疫，其中55人是碼頭工作人員，41人屬宏記員工。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指，確診的宏記員工主要
負責戶外工作，如拆櫃、搬運、理貨、揸鏟車等，他們的共通
點是都曾使用公司休息室，該休息室可作用膳、如廁、洗澡之
用，有過百人使用過，「好似一個家庭」，預計陸續會再有個
案確診。早前衞生署預計在該碼頭派發3,000個樣本樽，已派
1,000多樽；現在決定增派7,000個至8,000個樣本樽。

已現二代傳播 家人中招
昨日該群組的一名51歲女子（個案4429）亦確診，她目
前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據其丈夫稱她在碼頭
負責文件交收工作。碼頭群組涉及10間公司，包括運輸、
重工等業務，除宏記外，大部分屬零碎個案，但有個案的家
人同樣確診。張竹君指群組已出現二代傳播，根據過去經
驗，家人聚集大多「百分之百中招」，因無病毒的免疫力，
而且生活上近距離接觸，送到檢疫中心後，都會找出隱性個
案。
對於碼頭群組的感染源頭及傳播方式，張竹君表示，有環
境污染是在意料之中；有群組成員早前參與過雅蘭中心稻香
晚宴；亦有員工需要上船，有機會接觸抵港海員；部分宏記
員工是散工，可能曾到碼頭以外地方工作。
另外，雖然病毒以人傳人居多，亦不排除因接觸過貨櫃而
傳染。她又指，大部分碼頭公司有自己的專車，但亦有共用
貨車的情況，如早晚替更，部分碼頭群組的個案互相認識。
至於會否要求暫時關閉葵涌貨櫃碼頭，張竹君說，「當然
最好可以全部關晒，就可以停止爆發」，惟她表示香港很多
貨品經貨櫃碼頭運抵，要整個碼頭關閉是「很大件事」，衞
生署正商討方案既令碼頭可繼續運作，同時能控制疫情。

專家促大清洗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昨日表
示，是否暫時關閉有關碼頭，有待船公司與衞生署商討；但
與碼頭群組確診者有緊密接觸人士都要接受檢疫，抽取環境
樣本後，應為碼頭進行大清洗。
此外，早前有工友反映仍未獲發衞生署的檢測包。貨櫃運
輸業職工總會昨日表示，在反映有關問題後，衞生署已增發
檢測包並陸續送抵各碼頭，如有工友仍未獲配檢測包，可通
知工會跟進。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發言人昨日表示，葵涌碼頭大概有
8,000名工作人員，當中5,400人於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及旗下
碼頭工作，目前已從衞生署收到5,800個測試瓶，可供所有
工作人員使用。發言人指，碼頭現時正常運作，為確保在疫
情期間碼頭能夠安全如常運作，有關方面已採取非常嚴格的
衞生防護措施，並會致力保障員工安全，及遵從政府的一切
防疫指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本港新冠肺炎確診宗數昨日出現反彈，主因是

葵涌貨櫃碼頭群組疫情爆發，昨日新增74宗確診

個案，其中70宗是本地個案，當中34宗與葵涌

貨櫃碼頭有關，宏記港務操作有限公司的員工佔

33宗，成為碼頭群組中的「重災區」，且出現第

二代傳播，有染疫工人的家人亦確診。衞生防護

中心表示，最大的感染源頭疑是擠迫的休息室，

中心會在葵涌貨櫃碼頭派發約8,000個樣本樽以

進行病毒檢測，但暫未能要求碼頭關閉，因事關

重大，關閉或影響本港貨運。

■■葵涌貨櫃碼頭有休息室葵涌貨櫃碼頭有休息室，，環境擠迫環境擠迫。。 有線電視圖片有線電視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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巿民抗疫疲勞 郊區舒展筋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一名維記牛奶58歲跟車送貨員
工確診，惟公司沒有公布有關消
息，僅於前晚（15日）在face-
book解釋防疫政策，惹來網民
留言批評隱瞞疫情。衞生防護中
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在疫情
簡報會上透露，維記牛奶確診運
輸工人曾與多人一起工作或共用
同一車輛，或約有20人需要接
受檢疫。
政府前日公布的確診者中，有
一名是維記牛奶跟車送貨員工
（個案4373），他居於山景邨
景富樓高座，本月9日已發病，
至上周五（14日）確診。衞生
防護中心表示患者發病翌日仍有
工作，同日為最後上班日期，而
其家人及同事包括司機及其他跟
車員工等要接受隔離檢疫。翻查
患者在潛伏期行蹤，僅報告曾到
訪山景商場車厘子餅店及區內道
教青松小學。
維記牛奶至今仍未有公布有員

工確診，只是於前晚在facebook
解說公司關注及重視員工健康安
全，自疫情開始已加強於廠房及
貨車內清潔消毒。有維記牛奶員
工透露，確診員工是「線王」，

即在眾多送貨路線中作「補位」的員工，
沒有固定送貨路線，送貨時有機會觸碰鮮
奶盒，隨機檢查有否損壞情況。
該員工又表示，其日前工作時使用的車
輛正是確診員工曾乘坐，直至有傳媒報道
事件，公司才更換後備車輛，希望公司為
全體員工提供病毒檢測，以及加強公司資
訊的透明度。

疫情持續超過半年，面
對反覆的疫情，不少巿民
已有「抗疫疲勞」情況，
防疫鬆懈，周日除有大批
巿民上街外，郊遊亦成為

熱門活動，其中大埔的大美督便有不少巿
民，有的一家大小到場踩單車，直言在家
感到沉悶，故外出舒展筋骨。
昨日旺角一帶有大批巿民無懼疫情逛
街，洗衣街等地攤檔聚滿購物的巿民，商
場及食肆亦有大量顧客。除巿區外，西貢
「小夏威夷瀑布」亦有不少郊遊人士，而
警方則到當地向郊遊人士宣傳要遵守「限
聚令」和「口罩令」。警方香港仔分區及
赤柱分區警員亦聯同特務警察到赤柱廣
場、香港仔中心、華貴邨等區內市民常聚
集地點巡查、派發宣傳單張及流動廣播，
提醒市民遵守規例並注意適當的社交距
離。
香港文匯報記者亦到大埔船灣大美督一
帶訪察，發現有不少人到當地郊遊，他們

大多有佩戴口罩，但部分踩單車巿民拉下
口罩或只以毛巾包裹口鼻；亦有小孩因天
熱脫下口罩，單車徑附近小食亭人頭湧
湧，但桌子之間並無1.5米距離。
陳先生一家四口到大美督踩單車，表示

子女常留在家中，以看電視或平板電腦為
樂，欠缺活動，故特意一家外遊享受家庭
樂，由於二人「限聚令」家庭獲豁免，故

可一家出遊。
張小姐則與三名朋友到海邊乘涼，表示

留在家中十分沉悶，又不敢經常到人多地
方逛街，「喺呢度望吓山、望吓海，都好
過留喺屋企」。為避免緊密接觸和違反
「限聚令」，她們四人也相隔一個欄杆的
位置共聚。
余先生則帶同80歲的父親到大美督散

步，表示以往會與其他家人一起外出飲
茶，但由於「限聚令」未能上茶樓，故
與父親沿着海邊散步。他解釋父親年紀
老邁，屬高危人士，但若不外出走動，
留在家中不但沉悶，且會令關節不靈
活，「佢已經八十歲，唔定期活動會骨
頭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
增確診個案中，包括一名東華學
院護理學系的學生，衞生防護中
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染
疫的四年級女學護（個案4393）
上周三（12日）發病當日曾返回
京士柏校舍馬錦燦紀念大樓考
試，但一直有佩戴口罩，考試完
畢後有同學送她回家。有消息指
確診女生坐在近門口座位，有學
生恐其在試場播疫。
張竹君指出，女學護在病毒潛伏

期間很少外出，但曾在本月8日參
與一場約有七八人的聚會，中心會

安排他們檢疫，另會到學校派發樣
本樽，並跟進送該名確診女生回家
的朋友情況。
網上有傳女學護曾任傳銷工作，

甚至與Star Global傳銷群組有關，
但張竹君回應表示該女生與Star
Global傳銷群組無關。

12學生同場考筆試
東華學院則證實該名女生確診，

其出席考試時試場另有12位同學應
考，但暫未有學生被列為密切接觸
者。多名東華學院學生則表示，染
疫的是護理學系22歲四年級生，其

上周三回校應考筆試時，先在地下
大堂接受紅外線體溫檢查，然後搭
升降機到七樓的試場應考，質疑校
方的所謂防護措施並沒有用，恐女
生在試場播疫。
東華學院學生會亦對事件表示擔

心，指早於本月初已向校方反映，
應把剩下的筆試改為網上應考，避
免學生聚集，但校方反對，其中的
理由包括「學生可能會擔心在答題
時網絡不穩定而受影響」。
學生會指該系餘下三科考試都是

筆試，促請校方改為網上考試，並
盡快消毒校園。

香港文匯報訊 疫情持續，嚴重打擊不
少基層的生計，有見及此，黃廷方慈善基
金透過六個社區夥伴向基層人士及家庭，
以及少數族裔捐贈白米、麵條、熱食券及
飲品等。此外，黃廷方慈善基金亦將捐贈
急凍食品、白米及調味醬料予社區廚房樂
廚坊，由他們製作營養餐盒並分發給需要
人士，基金透過是次捐贈活動為有需要人
士提供約四萬份飯餐。
信和集團副主席暨黃廷方慈善基金董事

黃永光表示，「新一波疫情為歷來最嚴峻
考驗之一，十分感謝各合作夥伴給予大力
幫忙，於疫情期間支援有需要人士。大家
守望相助，互信互勉，定能跨越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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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長興大廈的外傭宿舍
昨日再多一宗確診個案（個
案4471），是一名28歲女
印傭，無病徵，她上月中至
月底曾在該大廈2樓宿舍居
住，本月1日搬到位於鑽石
山鳳德邨的新僱主居所，僱
主及其家屬均須檢疫。上述
的2樓宿舍，與早前該大廈

爆疫的9樓宿舍單位同屬一名負責
人擁有。負責人的一名家人昨日亦
確診（個案4478，3個月男嬰）。
據悉，該名負責人甚不配合衞生防
護中心的調查，警方介入後，認為
齊心抗疫為重，暫時不會引用《預
防及控制疾病（披露資料）規例》
檢控負責人。
昨日確診的28歲印傭，上月中入

住長興大廈2樓的宿舍時，單位內
有4名外傭同住，衞生防護中心將
四人送往檢疫中心，當中一人初步

確診。中心調查後發現，該大廈2
樓及9樓宿舍屬於同一名負責人擁
有。該負責人及家人早前已入住檢
疫中心，早前有一名家人確診，昨
日另一名家人亦確診（個案4478，
3個月男嬰）。

沒入住記錄難檢控
長興大廈外傭群組累計至少五人

確診，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
張竹君表示，中心的調查工作一直
很困難，因為負責人不甚合作。根
據《預防及控制疾病(披露資料)規
例》第599D章寫明，如衞生主任
合理地相信某人知道、管有或控制
任何資料；及該資料攸關處理公共
衞生緊急事態，則該衞生主任可要
求該人提供該資料。任何人沒有遵
從根據上述規例作出的要求，即屬
犯罪，一經定罪，可判罰款及監禁
半年。

不過張竹君解釋，這些外傭一般
透過社交媒體物色宿舍，沒有留下
記錄，負責人辯稱沒有外傭的入住
記錄，中心無法引用599D條例檢
控，也不能破門而入。
張竹君又表示，暫無資料顯示居

於2樓及9樓的外傭互有接觸，中
心會為所有長興大廈住戶派發樣本
樽進行檢測。
消息指警方曾經派軍裝警員到長

興大廈不果，直至近日才聯絡到負
責人，但對方否認有出租單位，只
肯交出部分入住過的外傭資料，亦
拒絕交代自己所經營的外傭宿舍資
料。消息指，警方目前認為以抗疫
為重，先盡量游說當事人提供資
料，暫不考慮引用條例起訴。
警方昨日回覆有關長興大廈的查

詢時表示，在有需要時，警方會派
員跟進及協助各相關部門進行執法
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宿舍負責人拒合作 抗疫為重暫不檢控

■陳先生昨日一家四口到大美督踩單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不少巿民到大美督租單車玩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休息室放有多張碌架床休息室放有多張碌架床。。
有線電視圖片有線電視圖片

■ 信和集團透過黃廷方慈善基金支援社
區，向受疫情影響的基層捐贈白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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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休息室擠迫 葵涌碼頭爆疫
貨櫃碼頭群組昨增34確診 宏記港務操作公司重災

■■ 生活上近距離接觸容易傳播生活上近距離接觸容易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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