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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視像諮詢 特首聽取航運物流業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20 年施政報
告公眾諮詢已於本月18日展開。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出席首個以視像會議形式進行的諮詢會，
聽取航空、航運和物流業界持份者對新一份施政
報告的意見。透過網上參與的持份者包括立法會
議員、業界組織代表、本地航空及航運公司代
表、從事相關業務的企業代表等逾二十人。政務
司司長張建宗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亦出席會
議。
林鄭月娥會後表示，與持份者有非常充實的交
■林鄭月娥（左二）昨日出席首個以視像會議形式進
行的諮詢會，聽取航空、航運和物流業界持份者對新 流。她指雖然新冠肺炎疫情對跨境客運業造成嚴
重衝擊，但特區政府仍銳意保持香港作為國際航
一份施政報告的意見。

空樞紐、國際海運中心和區域物流樞紐的地位，
而持份者就此提出很多寶貴意見，她在制訂施政
報告時，會予以充分考慮。
林鄭月娥續說，於未來一個月會陸續進行其
餘 11 場以視像會議形式進行的主題諮詢會，涵
蓋民生、金融、經濟、創新科技、教育、土地
房屋、醫療、體育、文化藝術、可持續發展等
範疇。

明赴深蓮塘口岸開通式
另外，林鄭月娥明天（周三）將率領特區政府
官員前赴深圳蓮塘口岸，出席蓮塘口岸/香園圍

邊境管制站開通儀式。
將出席當日開通儀式的特區官員包括政務司
司長張建宗、發展局局長黃偉綸、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食物及衞生
局局長陳肇始、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警務處處長鄧炳
強、海關關長鄧以海、入境事務處處長區嘉宏
和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陳國基等。
蓮塘口岸/香園圍邊境管制站當日下午 4 時起
開放貨檢設施予跨境貨車使用；現階段不提供
私家車、跨境巴士、跨境出租汽車、旅客通關
服務。

IT 男證二次染疫 全球首例
港大揭病毒基因有別非「復陽
復陽」
」抗體保得一時難保一世



昨日疫情概況

(

香港出現全球首宗二次感染個
案。一名 33 歲從事資訊科技工作
的男患者（個案編號 564）康復 4
個月後，早前出埠到西班牙返港
接受檢測，發現再度確診。香港
大學微生物學系團隊經研究後，
發現患者兩次感染的病毒基因排
序有 24 個不同處，相信不是「復
陽」個案，而是全球首宗重複感染
新冠肺炎的病例，顯示康復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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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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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昨9確診 近50天首見單位數
昨日香港新增 9 宗確診個案，是第三波
疫情近 50 天以來首次回落至單位數，但
同時出現全球首例二次感染，衞生署衞生
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會將
該男病人當作新感染個案處理，經追查後
發現其密切接觸者不多，並提醒如果病人
康復後再染疫，病徵或極度輕微，甚至是
無病徵，極有機會成為社區隱形患者。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微生物學系臨床副教授杜啟泓、內科學系
臨床教授孔繁毅領導的團隊，透過次世代
高通量基因測序，為該病人進行一系列的
流行病學、臨床、血清及基因組等研究，
對比該病人首次和最近感染的病毒樣本，
結果發現兩次感染的病毒株基因排序有明
顯不同，屬不同的基因分支。
團隊再將患者基因排序與全球基因資
料庫的數據比較，發現病人第一次感染
的樣本與全球於 3 月、4 月時發現的病毒
株相近，而最新的基因排序則與 7 月、8
月時收集的病毒株相似。兩個病毒樣本
之間有 24 個不同的核苷酸，另在 9 種蛋
白質中發現的氨基酸也存有差異，包括
首次感染的病毒發現 ORF8 蛋白，比今
次缺少 58 個氨基酸。

憂病毒持續於全球人群中存在
團隊確認該病例為全球首宗二次感染新
冠病毒的個案，也有證據顯示一些病人抗
體水平於數月後逐漸下降，即使病人康復
初期具免疫力，但可能只能維持一段短暫
時間，之後也有機會再受感染。而且新冠
病毒有可能像其他引起普通感冒的人類冠
狀病毒一樣，持續於全球人群中存在。
由於感染後產生的免疫力或只能維持一
段短暫時間，團隊認為康復者應考慮接種
疫苗，以及遵守流行病學控制措施，例如
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
杜啟泓補充：「我們有些擔心這種病毒
難以控制，他（患者）感染後可以有第二
次，或可能第三四次感染，所以在控制疫
情上增加難度。」
是次研究結果昨日已獲期刊《臨床傳染
病》接受，並將會在線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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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居於英皇道的45歲外傭
4689
個案
居於天水圍的27歲文員
4692
*一名屯門醫院的85歲女病人初步確診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屯院八旬嫗
「初確」四醫護須隔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屯門醫院一
名 85 歲女病人初步確診，她前日（23 日）
傍晚由救護車送往天水圍醫院急症室，當
時曾進入創傷房急救，該房間沒有負壓設
施，醫護人員為她插喉時使用高流量的氧
氣，四名急症室人員包括一名醫生、兩名
護士及一名病人服務助理因為未有穿着合
適的個人防護裝備，被界定為密切接觸
者，需送往檢疫中心接受 14 天隔離檢疫。
醫管局表示，病人已轉送到屯門醫院留
醫，目前情況危殆，又認為若為所有入院
者進行病毒檢測，會增加醫院壓力。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
理）何婉霞表示，該名 85 歲女病人昨日初
步確診，她本身患有高血壓，目前在屯門
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危殆。
得知病人初步確診後，天水圍醫院隨即
展開感染控制追蹤。有四名急症室人員包

括一名醫生、兩名護士及一名病人服務助
理為該病人進行高風險程序時，未有穿着
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被界定為密切接觸
者，需接受隔離檢疫。而為審慎起見，另
外有五名曾與這名病人接觸的職員，需進
行 28 天醫學監察，每日量度體溫及留取樣
本檢測。病人接受急救的急救房為正氣壓
設定，院方檢視過當時的記錄，確認當時
急救房外沒有其他病人或職員逗留，所以
沒有人因此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有關急救房已進行徹底清潔消毒，院方會
密切監察職員的健康情況，並再次提醒同事
即使情況危急，為病人進行急救時，都務必
按照指引穿着適合的個人防護裝備。

醫局日處理 3000 檢測
何婉霞表示，若果為所有入院病人都做
病毒檢測，會對醫院運作造成壓力，現階

「港康碼」
僅用於通關出入境
早前有建議以「香港健
康碼」用作巿民出入公眾
4BZ 場所的條件，以加強追查
確診患者的行蹤。創新及
科技局局長薛永恒昨日指
出，特區政府對此建議「諗都無諗過」，
重申現時正研發的健康碼，只用作日後疫
情穩定後，讓市民通關出入境之用，包括
前往廣東或澳門，以恢復正常生活及經濟
活動。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則透
露，正與 8 個至 10 個國家及地區查詢及商
量有關「旅遊氣泡」安排，並指「香港健
康碼」不只可用於內地，亦可應用在其他
地方，方便市民外遊。



薛永恒：健康碼「查行蹤」不切實際
薛永恒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如果香

港要參考內地做法，在健康碼中加入追蹤
功能，追查驗出對病毒呈陽性反應人等的
行蹤，是不切實際，並強調有關安排不關
乎技術問題，而是要全民支持參與，認為
現時最重要是做好通關用的健康碼。他重
申，一定不會將香港健康碼用作市民出入
某些場所的條件，「我哋諗都無諗過。」
他續指，政府會待疫情穩定後，再由衞
生專家檢視情況，小心謹慎處理通關安
排，在便利市民出入境的同時，亦要確保
疫情散播風險需於可控範圍，確保通關安
全，才會決定何時推出健康碼，現時說明
具體時間是言之尚早。
薛永恒又強調，政府會確保清楚獲市民
同意，才會將一般過關需要用的資料，包
括姓名、性別、證件號碼，以及病毒檢測
結果，用來轉換成「粵康碼」或「澳康

段仍會為高風險群組，例如餐飲業從業
員、的士司機，或者包括慈雲山在內的高
危地區居民，在他們入院時進行檢測，亦
會按臨床需要，決定是否需要為病人檢
測，現時醫管局每日已處理大約兩三千個
檢測，日後會按臨床情況，或社區實際情
況，調節病毒檢測範圍。
何婉霞又重申，病毒有潛伏期有可能出
現檢測「假陰性」情況，即使病人接受檢
測後結果為陰性，不代表病人沒有確診，
或日後不會確診。
另外，昨日網上流傳一張本月 9 日發出違
反限聚令的告票，地點為聯合醫院急症室
13 號病床，有自稱是事主的網民表示，當
時因身體不適、哮喘發作到醫院求醫，被
警察尾隨入醫院發出告票。
何婉霞昨日澄清指，該名病人是由警員
陪同下求醫。

碼」，又指出相關安排不會收集和記錄市
民的生物特徵，完全符合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
對於下月推出的社區普及檢測計劃，薛
永恒指，普及檢測與仍未推出的「香港健
康碼」並無連帶性，兩者是完全獨立的計
劃和系統。
他預料，本星期內會推出網上系統，讓
市民登記參與「社區普及檢測」計劃；政
府亦會派員在屋邨辦事處或郵局等地方，
協助一些不懂上網登記的市民。他呼籲大
家積極響應，協助找出隱形患者，以截斷
病毒傳播鏈。

邱騰華：與約10地區商「旅遊氣泡」
另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昨
日在一個網上研討會上指出，香港特區政
府開始與 8 個至 10 個國家及地區查詢及商
量有關「旅遊氣泡」安排，即是互相通關
的模式，而目前與泰國及日本的討論較為

警方回覆傳媒查詢時指出，事發於本月 9
日下午，涉事女子因擺街站違限聚令，遭
口頭警告後仍未離開，故向其發告票；惟
事主聲稱身體不適，遂將之送院，並於院
內發罰款告票，通知書填上當時發出的時
間及醫院地址。
至於早前有三名員工確診的匡智梨木樹
宿舍，因該院 50 多名職員均為密切接觸
者，院友為中度及嚴重智障者，需要其他
人照顧，故衞生防護中心安排所有院友及
員工搬入亞洲國際博覽館接受檢疫。

患白血病女印傭
「初確」
轉陽
而早前初步確診的44歲患白血病女印傭，
昨日轉為確診
（個案 4686）。一名 26 歲化驗
所女技術助理
（個案4685）
確診，她居於荔枝
角，感染源頭不明；另外三名無源頭確診
者，分別是零售人員、外傭及文員。

深入，惟他亦指，相關的安排並不會一朝
一夕可以做到，仍需雙邊互相審視對方疫
情及相關條件。
他說，如果雙邊同意恢復人流，互相之
間確認的測試及防疫標準，需要透過航空
公司的系統互相確認，才能確保上機乘客
的健康情況，兩地的港口衞生部門可決定
旅客抵埗後是否再作病毒測試。
對於「香港健康碼」措施，邱騰華說，
上月已大致準備就緒，若非本港社區爆發
第三波疫情，措施早已經實施，並可以通
行內地和澳門，並指健康碼不涉及技術問
題，形容是簡單直接，用戶要先做病毒檢
測，將資料上傳網上，就會在手機上得到
一個獨特的編號以通行關口。
他續說，當本港重開關口，健康碼則不
只限用於內地，亦可應用在其他地方，方
便市民出入境，相信該措施將會成為新常
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