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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逾一星期後，

香港昨日新增的新冠

確診個案再次重返單

位數，昨日再多九宗

確診個案，當中兩宗源頭不明的個案令人關注，包括前日已

初步確診的懷胎39周孕婦及一名在太子道西一間廠房任雜工

的75歲老翁，他們平日甚少社交活動，最終卻不幸染疫，顯

示防疫不能單靠控制社交距離，最重要還是查出隱形患者切

斷傳播鏈，才是治標之法。

大肚婆老雜工 少出街都染疫
證單靠控制社交距離難防疫 查出隱形患者才治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民記工聯倡檢測中心開放至「晚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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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疫情
新增個案 9宗

輸入個案 2宗
不明源頭 2宗
與之前群組有關聯 5宗

初步確診 少於10宗

部分確診個案
個案
4803

個案
4804

個案
4805

個案
4806

個案
4808

通報死亡個案
個案3626：83歲源頭不明女病
人，有長期病患，生前住牛池灣
彩虹邨錦雲樓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8月29日從埃塞俄比亞
抵港機師

8月29日抵港菲律賓外
傭

匡智梨木樹宿舍院友

懷胎39周孕婦

太子道西一間廠房75歲
雜工

確診重回單位數 昨九宗
昨日九宗新確診個案中，有七宗為
本地感染，當中兩宗源頭不明，包括
前日初步確診的懷孕39周孕婦（個
案編號4806），十名曾經與她入住
同一公院病房的病人全部被列為密切
接觸者需要隔離，全部人經新冠病毒
檢測後，暫時均呈陰性反應。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
任張竹君透露，該名孕婦上周五（8
月28日）曾到過元朗容鳳書母嬰健
康院做產檢，潛伏期內其餘時間主
要留在元朗大棠路大旗嶺的寓所
內，其丈夫及一名子女被列作密切
接觸者需檢疫。
孕婦及胎兒現時情況穩定，現於

屯門醫院留醫，醫管局總行政經理
（醫療成效及科技管理）庾慧玲表
示，醫管局有指引如何替新冠確診
者分娩，過程會於負壓環境內進
行，醫護人員會視乎情況，決定是
否替她剖腹生產或安排自然分娩。
另一宗感染源頭不明個案患者為
在太子道西一間廠房任雜工的75歲
老翁（個案編號4808），患者居於
荃灣滿樂大廈從心樓，衞生防護中
心引述其家人透露，患者除了上班
及偶爾外出用餐外，其餘時間一般
都是留在家中，與他一同工作的廠

房負責人同樣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需要接受檢疫。

匡智宿舍累計18人確診
另外，匡智梨木樹宿舍再多一名

66歲女院友確診，群組累計有6名院
舍職員及12名院友確診，另有一名
院友初步確診。其餘的初步確診個案
則包括一名前日下午因為氣促及發燒
到博愛醫院急症室求診的64歲男
子，他入院時血含氧量低，需用高濃
度氧氣協助呼吸，現時情況危殆，在
瑪嘉烈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
庾慧玲並指，一名病人服務助理替

他更換衣服和準備照X光時只戴上外
科口罩、面罩及穿上保護袍，未有轉
用N95呼吸器；另有一名替該病人照
X光的放射治療師，因為當時只戴
N95呼吸器而沒有其他合適防護裝
備，跟該名病人服務助理一同被列為
密切接觸者，接受檢疫。
香港確診案數雖然有所回落，不

過，張竹君重申，單日確診數字一
直有上有落，而且不少個案未能找
到感染源頭反映疫情未有完全受
控，認為隨社會恢復正常運作，疫
情在社交距離措施放寬及學校復課
後有機會變得反覆，提醒市民要盡
量繼續保持社交距離，以及長期做
好個人衞生。

■匡智梨木樹宿舍群組昨日再多一名66歲女院友確診，該群組累計6名照顧員及12名院友確
診。 中通社

■■左起左起：：張竹君張竹君、、庾慧玲簡報最新疫情庾慧玲簡報最新疫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政府普
及社區檢測計劃今日展開，民建聯及工聯
會均於全港各區設置街站協助市民登記，
市民反應踴躍，部分地區的社區檢測中心
更已預約滿額。兩個政黨均有議員建議政
府延長檢測中心服務時間，例如延長至晚
上10時及延長運作一周，以讓更多市民接
受檢測，盡快找出隱形患者，截斷社區傳
播鏈。

鄭泳舜建議普檢延長一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昨日在電台表
示，民建聯在全港18區設多個街站協助市
民登記，市民反應踴躍，主動查詢及做登
記。就早前坊間曾有關於普檢的失實謠
言，使不少市民暫時仍抱觀望態度，他建
議政府加強宣傳解說，讓市民了解檢測安
全後會有更多人參與。他並指，目前檢測
計劃可選擇的預約時段已越來越少，建議
政府能考慮延長檢測一周。

「醫管局員工陣線」日前提出要「封
城」，並發起杯葛檢測計劃，鄭泳舜對有
團體的行為感到失望，並指現時每天往返
內地的人數「非常少」，且絕大部分都是
香港人，而做檢測一定比不做好，有助找
出更多隱形患者，截斷社區傳播鏈。

郭偉强籲准上班時去普檢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社區主任何

毅淦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表示部分地區
的社區檢測中心預約時段已滿額，市民若
要跨區檢測或會減低意慾，促請特區政府
延長社區檢測中心的服務時間，設立流動
檢疫車方便偏遠地區市民，以便更多市民
能參與。
他們並呼籲全港僱主響應普及檢測計

劃，容許僱員於上班時間參與普檢，以截
斷隱形傳播鏈，使本港經濟盡快恢復。政
府亦可考慮派發防疫包等，吸引更多市民
參與。

鄧家彪盼民為己為人去普檢
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昨日亦在電台

節目表示，留意到部分檢測中心的預約已滿
額，建議特區政府可研究延長檢測中心服務
時間至晚上10時，方便更多市民參與。
至於有公司要求員工交回檢測結果作人

事存檔，他認為，若是需要面對客人的服
務業人員的確有需要，但要避免違反殘疾
歧視條例，若僱主以此為由解僱員工，則
可能要交由平機會及私隱專員公署處理，
呼籲僱主在目前經濟環境下，要避免令僱
傭關係惡化。
鄧家彪並強調，市民切勿見疫情已稍為

回落就輕視疫情，就算職業運動員的體魄
這麼好，一樣會受感染，若特區政府要游
說澳門、深圳等周邊城市放寬對香港的隔
離檢疫措施，亦需要有根據，呼籲全港市
民都要為己為人，一同參與普及社區檢測
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新冠肺炎
病毒傳染性強，要追蹤病徵不明顯的隱形
患者行蹤，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及時
間，往往失去截斷傳播鏈的良機。浸會大
學研究團隊近日研發出全新警報系統，通
過「分散式」設計，把用戶的行蹤資料儲
存在手機內；一旦確診感染，行蹤資料便
會以加密方式通知各個場所及其他用戶，
在保障私隱之餘，協助盡早找出感染源
頭。
近日疫情雖漸趨緩和，不過，仍出現不
少感染源頭不明的確診個案。浸大研究團
隊近日研發的「新冠肺炎病毒風險警示系
統」，則能以保障私隱的方式，記錄用戶
行蹤。
領導團隊的浸大計算機科學系副系主任
及教授徐建良表示，現時本港採用人手方
式找出患者行蹤的效率不高，單憑患者記
憶有欠準確，更遑論識別出曾在公眾場合
與其接觸過的人。

上述系統的特點，是支援
「場地對人」及「人對人」兩
種匿名運作模式，用戶只需以
手機下載相關程式便能運作。
在「場地對人」警示模式下，
用戶出入活動場地時掃描場地
的二維碼，時間、地點等信息
會保存在自己的手機；若用戶
被確診感染病毒，登錄系統
後，用家過去14天所到之處的
資料會發送至各個場地負責
人，以及曾在同一時間出現的
其他用戶。
在「人對人」警示模式下，系統會採取

低功耗藍牙無線通訊技術，若兩名用戶在
兩米範圍內停留約15分鐘，雙方手機便會
交換匿名編碼，並保留在各自的手機數據
庫中；若其中一人染疫，另外一人便會收
到通報。有別於將資料上傳至單一機構數
據庫的「集中式」，新系統的所有數據均

保留在用戶手機，因而被稱為「分散式」
（decentralised），同時系統也運用了最新
的密碼學技術保障用戶私隱。
據悉，該系統將於浸大校園內試行，供

教職員及學生自願使用。浸大副校長（研
究及拓展）郭毅可表示，希望與政府相關
部門溝通、合作，使用新技術回饋社會。

浸大製新冠App速尋感染源頭

■浸大研究團隊研發新冠病毒風險警示系統，保障私
隱之餘，協助盡早找出感染源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普及
社區檢測計劃今日展開，火眼實驗室
已做好準備，位於中山紀念公園體育
館的火眼實驗室準備就緒，日檢測量
可達30萬。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
成員昨日到該實驗室參觀，了解具體
工作進展，呼籲市民積極參與普檢。
據華昇診斷中心副總經理劉星介

紹，16個氣膜實驗室均符合第二級生
物安全水平，採用第三級防護標準。
每個氣膜實驗室都是獨立運作，有設
單獨的通風、過濾及換氣系統。進入
實驗室區域須身着防護衣、頭套、鞋

套及醫用膠手套；而實驗室內檢測人
員 則 須 身 着 全 套 防 護 衣 （Full
PPE），採用更加高級、嚴密的防護
裝備。

施榮懷籲全民參與普檢
參觀結束後，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

誼會會長施榮懷表示，對實驗室有了
更深入了解，增強了此次普檢計劃成
功的信心。他指自己已預約參加此次
普檢，認為大規模的檢測有助於找出
隱形傳播者，呼籲大家放下政治分
歧，為己為人，積極參與全民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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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李昌鴻 深
圳報道）近日，深圳市口岸辦向有關部門
通報，取消違反疫情防控管理規定的八位
跨境貨車司機豁免入境隔離備案資格。業
界對此表示支持，認為防疫工作要靠全民
協作。
從事跨境貨車業務的恆峰物流總經理劉

明表示，跨境司機有損疫情防控的行為是
不應該。為此，他們公司嚴格要求數十位
香港司機一定要按照規定執行。其實絕大
多數跨境貨車司機都沒有問題，真正違規
司機屬於極少數。
他透露，當初公司也有一名跨境司機因

不太了解疫情防控規定，私下去公共餐廳
就餐，然後受到警告，他們便對所有跨境
司機進行教育。此後司機便沒有發生這類
事情，現在一切保持正常。
香港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主席陳迪手表

示，5月至今總會已經收到約70名工友求
助，司機們涉及在疫情期間出現違規行為而
被處罰。最近其中一位司機已恢復工作。
陳迪手續說，香港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

正循途徑與深圳市口岸辦溝通。

■劉明表示，他們公司支持對違反防疫規
定的跨境司機進行處罰，圖為其公司兩位
香港司機前來深圳拉貨。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

八跨境司機違深防疫規定被罰

■港區省級
政協委員聯
誼會成員聽
取「火眼實
驗室」職員
講解實驗室
運作流程。

■本港昨日新增9宗新冠確診個案，相隔逾一星期後確診數字再次回落至個位數，其中7宗屬本地
感染。圖為於灣仔街頭，市民堅持戴上口罩出行。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