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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開始爆發的新冠病毒第三波疫

情，令染疫及死亡人數大增，政府為切

斷社區隱形傳播鏈，在中央政府支援下

於下月展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為

市民免費進行一次病毒測試。不過，攬

炒派完全不顧全港巿民健康的福祉，不

但以DNA樣本可能「送中」及採樣安

排可能造成傳播等原因抹黑計劃，甚至

有攬炒派區議員表明反對政府使用社區

中心採集樣本。有專家直言有關論據全

部難以成立，呼籲市民積極參與檢測，

有立法會議員更炮轟攬炒無理抹黑，將

政治目的凌駕防疫。

攬炒區員阻社區設施做檢測中心
專家提理據駁斥 議員批反對派政治凌駕人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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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政府的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將於下月1日展開，
負責統籌計劃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
日指出，計劃獲中央政府支持，透過實驗室
及支援人員進行檢測化驗工作，檢測能力和
力量足以應付這項大型檢測計劃，而當局物
色醫護人員協助採集樣本的反應良好，暫已
有逾3,000名醫護人員加入，而政府另會招
募公務員及退休公務員作行政支援工作，預
計會有數以千計人士參加，強調會安排最多
人手和提供最大的檢測量。
據悉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網上登記系統將於周
六（29日）啟用，24小時接受登記。聶德權
昨日在電視節目上指出，當局正密鑼緊鼓招募

人手，醫護的支持很重要，反應亦很積極，現
有超過3,000名醫護表示樂意加入，政府也會
招聘數以千計的公務員或退休公務員，在每個
社區檢測中心進行登記和行政支援工作。
聶德權表示，每名採樣人員每一小時能採

集多少樣本，要經過實踐才能得知，而當局
預備了足夠及最大的檢測能力和數量，具體
可以採集到多少樣本，需要視乎檢測中心和
人手等因素，也需視乎市民的積極參與。

採樣中心經衞署考察落實
他指出，政府已落實在18區設立逾百間採
樣中心，場館包括社區會堂、學校和體育場
地等，因地方較大、空氣流通及有足夠空間

做防感染措施，強調衞生署和機電工程署團
隊都會去實地考察，經研究後才落實敲定。
他又指，採樣中心早上8時至晚上8時運

作，分為上午和下午兩更，中間有一小時清
潔消毒時間。至於醫護採樣時間，他表示一
直進行商討，有些醫護會調整自己原本工作
安排來參加，希望可以順利開展計劃，盡早
識別社區中的患者，因「早隔離、早治療」
對控制疫情有幫助。
至於不採用深喉唾液進行測試，他指出鼻

腔加咽喉合併拭子樣本的化驗較容易和順
暢，深喉唾液樣本前期工夫較多，聽取專家
意見後亦考慮到樣本準確度、化驗室工作流
程等，決定改用鼻腔加咽喉合併拭子取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
區政府正全速籌備「普及社區檢測計
劃」，並安排逾百個社區檢測中心地
點，方便市民參與，但《蘋果日報》及
攬炒分子卻稱政府不准排隊投票、卻准
排隊檢測，亦有攬炒分子繼續宣稱要市
民「三思」，提防「基因扒手」云云。
有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檢測中心及工作人員做足防疫工
作，加上有關檢測持續多天，參與市民
須預約後分批前往檢測中心，難與票站
相提並論，批評攬炒派散播無謂恐慌，
阻撓香港社會抗疫。

盧瑞安：防疫設施非票站級數
對於攬炒派以不同手段阻礙抗疫工

作，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反問，
抗疫工作怎可以與立法會選舉投票相
提並論。他指出，今次全民檢測有國
家具備豐富抗疫經驗的醫療人員協
助，由一批專業的醫護人員負責採樣
的工作，甚至用作檢測中心的場地，
也有嚴格的防疫設施，完全不是一般
票站的級數。盧瑞安認為，攬炒派已
經無孔不入，阻礙特區進行抗疫工
作，先有把個人資料外洩的說法，現
更胡扯到票站較檢測中心安全云云，
把人命變成政治籌碼，實在令人感到

憤怒。

吳亮星：政治凌駕市民健康
港區人大代表吳亮星亦表示，是次

檢測工作持續多天，參與市民分批安
排前往檢測中心接受測試，加上負責
抽樣的醫護人員、場地等都有足夠的
保護，不能與票站的防疫安排作直接
比較。他批評，攬炒派不斷攻擊特區
政府提出的各項抗疫工作，此舉只是
刻意製造恐慌，令市民不敢參加檢
測，將政治凌駕市民的健康，居心惡
毒，必遭唾棄。

何俊賢：怕洩資料不應拿資助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直指《蘋

果日報》只是配合西方勢力和攬炒派
政治攻勢的文宣，經歷過去一年黑暴
日子，大家早已看清楚這批人的真面
目。就攬炒派宣稱「擔心」檢測的個
人資料被外洩云云，都只是攻擊抗疫
工作的其中一環，若害怕資料被外
洩，那就不應該登記領取一萬元的抗
疫基金「現金發放計劃」，或是所有
抗疫資助，證明涉及利益或好處時，
該班攬炒派便不會發聲默默拿取好
處，並以不合邏輯的理據，挑起市民
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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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卓棋聯同其他區議員擺街站，竟將
普及社區檢測等同「健康碼」，又指是
為「社會信用評級」試水溫的「監控
碼」。 網上圖片

◀潘任惠珍指牛
頭角明愛社區中
心地方狹窄，表
明會聯同其他觀
塘區議員反對。

網上圖片

▲陳欣兒則以影響
學校衞生為由，表
示反對徵用香島道
官立小學作社區檢
測中心。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疫
情雖有緩和跡象，但社區仍存有隱形傳
播鏈，多位司局長昨日均呼籲巿民參與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面對反對者一
直以樣本和個人資料會送到境外抹殺計
劃，政務司司長張建宗重申樣本等不會
送出香港；對於有專家認為市民不應檢
測，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則不點名
指個別醫護人員的言論是抹殺檢測計劃
有助阻斷社區傳播鏈，促個別醫護及公
眾人士放開偏見和陰謀論思維。

張建宗：樣本不會送出香港
張建宗昨日發表題為「堅定信心 戰勝

疫情」網誌，呼籲市民踴躍參加檢測計
劃，指出愈多人參與就能愈快找出更多
社區隱性患者，截斷傳播鏈，有利早日

遏制疫情，讓經濟及社會重回正軌。 他
重申該計劃只檢測新冠病毒，所有程序
只在本港進行，樣本不會送出香港以
外，並在完成檢測用途後銷毀，個人和
私隱會受到充分保障。

聶德權：結束銷毀樣本資料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亦重申，市

民登記的資料由政府加密儲存，內地檢
測人員只收到樣本瓶號碼，而政府在檢
測計劃結束後一個月內銷毀所有樣本和
資料，毋須擔心私隱洩露問題。

陳肇始：普測阻斷社區傳播
陳肇始亦透過網誌呼籲市民參與，指

出新冠病毒不但傳播力強，且有繼續增
強趨勢，患者有相當高比例（22.6%）未

必有病徵或病徵和病情輕微，未必主動
就醫或檢測，在社區內會形成隱性傳播
鏈。
她強調，普及檢測計劃出發點是整體

公共衞生和公眾健康，個別健康年輕市
民認為染疫未必有太大健康風險的想法
並不正確，「大家可能會感染身邊嘅高
風險人士，包括家中年長或患病家人，
亦可能喺社區內嘅工作地點或其他社交
場所引起進一步社區傳播。」
對於有醫護人員提出疫情嚴峻下市民

毋須檢測，甚至提議市民不應檢測，她
批評有關言論抹殺計劃有助阻斷社區傳
播鏈和防控疫情的作用，呼籲在疫情防
控議題上放開偏見和凡事陰謀論的思
維，秉持公共衞生專業，將公共衞生及
市民福祉放於個人立場之先。

陳茂波：檢測為自己為香港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則表示，明白有些

市民因怕麻煩或怕一旦驗出有病毒便需
要隔離，影響工作及對家人的照顧等，
故對參與檢測有保留，但他強調檢測是
為自己、為親人、為朋友、為香港整體
利益，「每人走多一步、勇於承擔一點
麻煩，我們才可以擺脫病毒沒完沒了的
糾纏，一起重回正常生活。」

羅致光引紐國例籲勿掉輕心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指出，估計

社區或有750名至3,000名隱性病毒傳播
者，找到一個便可減少一個傳播鏈，就
算新西蘭經102日零感染，本月中亦再出
現社區爆發，故不能掉以輕心。

香港文匯報訊 對於不少攬炒派政客
和醫護屢發不實文宣，聲稱普及社區檢
測等於「港版健康碼」，會洩露個人私
隱，煽動市民抵制，政府抗疫專家小組
成員、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
樹昌接受「點新聞」專訪時，強調普及
檢測與健康碼完全是兩回事，呼籲巿民
勿被誤導，並再三呼籲市民盡量參加，
指出現在確診數字回落不代表疫情已受
控，普及檢測才能截斷社區傳播。
對於攬炒派將普及檢測等同「港版健

康碼」，並指會洩露個人私隱，許樹昌
批評：「呢個明明係簡單嘅醫學檢測，
唔好諗到咁複雜。」他指醫護人員採集

樣本後，只在樣本瓶貼條碼，個人資料
並不會隨便公開，而普及檢測與健康碼
完全是兩回事：「全民檢測係希望可以
搵到隱形患者盡快隔離，切斷傳播鏈嘅
（控疫措施）；健康碼係疫情受控後，
準備開關重啟交通往來，用於過關嘅臨
時（防疫）措施。」他希望市民分清區
別，免受誤導。
問及政府應何時放寬防疫措施，他

則表示專家組認為最好是待確診數字
回落至單位數字，以及源頭不明個案
比例低於兩成時才放寬。不過，他承
認政府亦要考慮業界和市民的需要，
不排除會提早放寬限制。

多位司局長籲反對普測者棄偏見

聶德權：逾三千醫護助採樣 許樹昌：普測與健康碼是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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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雖多次重申化驗人員不會知道提供樣本
人士的個人資料，參與者個人資料和樣本

都不會被送到香港以外地方，但攬炒派仍極力阻
撓檢測計劃，其中南區區議員彭卓棋昨日聯同其
他區議員擺街站，竟將普及社區檢測等同「健康
碼」，又指是為「社會信用評級」試水溫的「監
控碼」。

「做其他檢查一樣要抽血」
有區議員企圖阻撓政府借用社區設施作檢測中
心，其中觀塘區議員潘任惠珍指政府計劃徵用的
牛頭角明愛社區中心地方狹窄，不適合採樣，又
指擔心會嚴重影響中心服務，表明會聯同其他觀
塘區議員反對；民主黨南區區議員陳欣兒則明知
香島道官立小學下月開學後仍以視像形式上課，
仍以開學在即及可能影響學校衞生為由，表示反
對徵用該校作社區檢測中心。
香港醫務行政學院院長劉少懷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表示，該些反對理由全部難以成立，普
及社區檢測是大型篩查計劃，政府一直有做同
類型工作，只是針對的疾病不同，不明為何今
次突然引起對個人私隱的關注，「做其他檢查
一樣要抽血，化驗所只係負責檢測，只知樣本
編號。」
對於反對聲音指使用社區設施採樣或污染環
境，劉少懷則表示現時天氣炎熱兼不時有雨，
不可能選擇戶外地點，而採樣過程簡單，估計
市民不會逗留在檢測中心太長時間，到檢測中
心接受採樣的風險與平日上班經過不同店舖相
若，只要做好清潔，學校禮堂和社區中心都是
合適選址。
他指出，新冠病毒是重大公共衞生危機，若不
能妥善處理，社會難復工復課，經濟活動勢必持
續受拖累，呼籲市民積極參與檢測，「社會一定
要同心合力，如果有一個人做唔好，全社會都會
一齊差！」

葛珮帆倡禁抹黑宣傳印區會標誌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批評反對派無理抹黑，形容他們不但將政治凌
駕防疫，更是凌駕人性，質疑是希望本港經濟持
續惡化，令更多人失業、對政府產生更大不滿，
令反對政府的立場有更多市民支持。
她強調，普及社區檢測對防疫工作極重要，但
有區議員在街上掛上印有區議會標誌的橫額抹黑
計劃，危害本港公共衞生，認為政府應禁止在宣
傳相關立場物件上印區議會標誌，並期望政府加
強宣傳，令市民明白反對派的指控站不住腳。

▲檢測只會在香港進行，樣本不會
送出香港以外。圖為檢測的中山紀
念公園體育館。 資料圖片

◀計劃由華大、金域及凱普三間國
家認可化驗室負責化驗。圖為華大
基因設立臨時氣膜實驗室。

資料圖片

DNA資料會被「送中」

◆政府多次強調檢測只會在香港進行，樣本不會送出香港以外，完
成檢測用途之後便會銷毀

用社區設施作檢測中心有感染風險

◆衞生署及機電工程署會檢視不同選址空氣流轉等情況

內地支援隊在港沒有註冊，發生問題難追究責任

◆協助檢測的機構在香港有註冊，受本港法律監管，有任何出錯需
要負責

內地人員使用的檢驗方式不同

◆醫管局、衞生署及不同社區檢測項目都有不同的採樣方法

臨時拉夫由原不符合醫療化驗相關規定的中檢醫學檢驗公司參與

◆計劃由華大、金域及凱普三間國家認可化驗室負責化驗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