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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工作人員積極參與普檢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日上午，香港中聯
辦副主任陳冬、仇鴻、盧新寧、何靖，秘書長文宏武與
部分工作人員到特區政府總部檢測點進行核酸採樣，以
實際行動響應特區政府有關檢測計劃。據悉，香港中聯
辦其他工作人員及員工家屬也將分別到各自工作和生活
地區的採樣點接受檢測。

陳冬仇鴻盧新寧何靖文宏武採樣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陳冬（左二）在聽取工作人員指示。
新華社

在接受核酸採樣後，陳冬表示，從祖國內地和相關國
家的抗疫經驗來看，開展普及檢測，切斷病毒傳播鏈，
是科學有效的防疫手段。多一人參與，少一分風險。中
聯辦工作人員作為香港社會的一分子，有責任、有義務
響應特區政府的檢測計劃，配合支持、積極參與。
香港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當日正式啟動，為期七天，
並將視實際情況再延長不超過七天。為方便市民，特
區政府在全港各區設置了 141 個社區採樣點，提供
「願檢盡檢」的免費檢測服務。截至昨晚 8 時，已有
67.4 萬香港市民在網上登記預約檢測。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陳冬、仇鴻、盧新寧、何靖，秘書長文宏武與部分工作人員到
特區政府總部檢測點進行核酸採樣。
新華社

昨增 12 確診 僅 1 源頭不明
愉景灣地盤工染疫命危 張竹君：普檢數據利制定防疫措施
新增個案

12 宗

輸入個案

3宗

不明源頭

1宗

有關聯個案
初步確診

8宗
（均為家庭群組）
少於 10 宗

通報死亡個案
▲張竹君（左）在簡報會
上公布，香港昨日新增 12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右
為庾慧玲醫生。
中通社

個案 2989：66 歲女 ，生前居於
屯門兆畦苑兆強閣
註：累計有90宗死亡個案

▶男地盤工人曾到愉景灣
智新書院地盤上班幾日。
圖為愉景灣智新書院外
觀。
網上圖片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本港新冠肺炎疫情逐步回



穩 ， 昨 日 新 增 12 宗 確 診 個

(

案，僅有一宗不明源頭個
案，患者是一名 64 歲地盤工

人（個案編號 4817），他居於元朗水蕉新村，曾於 8 月 17 日到愉
景灣智新書院地盤負責清拆工作，其太太及十多名工友被列為密切
接觸者，接受檢疫。衞生防護中心表示，不明源頭個案減少反映社
區疫症情況，並希望普及社區檢測可以提供數據，協助政府制定有
針對性的防疫措施，讓市民逐步回復正常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
日在簡報會上公布，截至昨日凌

晨，本港新增 12 宗確診個案，其中三宗
為輸入個案，九宗屬本地感染。本地個
案中，八宗為家庭群組感染，僅有一宗

不明源頭個案，另有少於 10 宗的初步確
診個案。目前本港累計有 4,822 宗確診及
一宗疑似個案。

常脫罩喝水 太太工友隔離

唯一的不明源頭個案為一名 64 歲男地
盤工人（個案 4817），他居於元朗水蕉
新村，曾於 8 月 17 日到愉景灣智新書院
地盤上班幾日，負責清拆建築物等工
作。病人於 8 月 21 日發燒，目前情況危
殆，無法對答，衞生防護中心由其太太
口中得知他過去的部分行蹤。其太太及
十多名與他一同工作的工友被列為密切
接觸者，須隔離檢疫。
張竹君透露，該確診者工作期間雖然
有戴口罩，但因為工作辛苦，經常要脫
下口罩喝水，相信其工友的風險也高，
因此安排他們檢疫。她呼籲公眾盡可能
戴口罩，若需脫下口罩，亦應與他人保
持距離。

兩醫院員工列密切接觸者
另外，該確診者本周日送入博愛醫院
求醫時，血含氧量偏低，需要高濃度氧
氣治療，檢測後發現初步確診，醫管局

胡定旭：外界毋須過早對普檢下定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普及社
區檢測計劃提供化驗服務的華昇診斷中心
董事長胡定旭，昨晨到香港公園體育館接
受檢測。對於市民登記接受檢測人數，他
認為外界毋須過早下定論，因為網上預約
系統僅開放數天，或有市民因時間不合而
未預約。他又以北京早前的檢測計劃作例
子指，即使參與人數最終未超過人口的一
半，數據也有參考作用。

胡定旭昨晨接受檢測後，形容採樣過程
順暢，他由排隊到完成採樣僅花半小時，
又指場館很寬敞，等候採樣期間與其他人
有至少 1.5 米距離，他亦觀察到採樣員每
次完成一次採樣後，都有除下手套清潔雙
手 20 秒，再換上新手套為下一位市民採
樣，市民毋須擔心交叉感染。

引北京例足夠數據毋須再做

香港文匯報訊 團體「政
中香港人」代表昨日前往位
於中山紀念公園的「火眼實
驗室」支持普及社區檢測計
劃，並感謝內地支援隊赴港
協助抗疫。發言人劉先生指
出，近日有個別團體散播謠
言，意圖抹黑計劃。他說，
今次只是針對病毒做檢測，
與檢測人體基因是不同的檢

測項目。
他表示，現時每日都有源
頭不明的情況，病毒傳播鏈仍
然未斷，普檢有助找出社區的
隱形患者，對控制疫情有重要
意義。他又指，9月23日起，
全港學校將分階段復課，呼籲
市民參與檢測，保障學生的健
康安全。他亦會前往檢測中心
完成測試。

■「政中香
港人」代表
到中山紀念
公園體育館
支持普檢。
大文集團
記者 攝

政府將計劃延長七天，他們仍有足夠人
手和物資進行化驗。
西營盤中山紀念公園的火眼實驗室有
兩百多位內地檢測人員在該處工作，首
批人員昨晨亦已準備就緒接收第一批樣
本。胡定旭表示，政府每日會有兩批來
自不同社區檢測中心的鼻腔和咽喉合併
拭子樣本，送至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的
火眼實驗室檢驗，預計檢測樣本送抵火
眼實驗室後，約 24 小時便會有檢測結
果，陽性樣本會交由衞生署跟進，而陰
性樣本則會在稍後銷毀。

普檢找隱形患者
「利己利人」

高拔陞指，雖然本港疫情回落，但每
日仍有十至二十多宗確診個案，部分個
案仍是源頭不明，另外醫管局接收的確
診病人中，有20%或以上沒有病徵，而
有些個案送到醫院時，情況已經非常嚴
重，他認為，普及社區檢測對公共衞生
及公眾利益很重要，可助找出隱形患
者，以控制疫情及盡快恢復醫管局非緊
急服務，他鼓勵市民積極參與計劃「利
己利人」，「學校即將復課，大家可以
想像，如果我們仍在擔心，社區很多隱
形個案，其實這麼多同學上學，我們也
擔心，因此真的要把握這次社區普及檢
測。」
他又指，醫管局將積極配合政府推行
計劃，至今已有 2,000 名至 3,000 名醫
管局員工，願意於公餘時間協助執行計
劃。對於有個別醫護及工會鼓動杯葛計
劃，他表示不同意，也不應該，「因為
市民聽了他們的言論，會誤以為是專業
意見，從而引起誤會。」
高拔陞重申，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是專
業且有清楚的科學證據。他又指，「做
任何測試或者檢測一定會有假陰性、假
陽性，重要的是我們明白數據，亦知道
如何處理。」並指是次檢測方法「好穩
陣」，有關單位會將驗出陽性的個案樣
本送往衞生署化驗室覆檢，覆檢結果仍
是陽性的話，就會安排病人入院治療，
這是多重而可靠的檢測。

夠 秤 做 普 檢

「政中港人」謝支援隊助港抗疫

對於登記接受檢測人數如果最終不及
本港人口的一半會否影響成效？胡定旭
回應說：「要睇首批檢測多少，例如北
京的全民檢測，檢測到不足一半的時
候，便覺得數據足以支持，毋須再做下
去，在公共衞生科學上有一套理論。」
他指出，華昇診斷中心每日以「三合
一」混樣測試最多可檢測 30 萬個樣本，
絕對足以應付全港市民的檢測需求，若

追查下發現兩名醫院員工救治他時，無
穿着合適防護裝備，需列為密切接觸
者。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庾慧玲表示，沒
接到兩名員工有病徵的消息。
其餘八宗本地個案，都是此前確診
者的家庭成員，其中六人確診時已入
住檢疫中心，另外兩人在等候入住檢
疫中心時發現有病徵送院 。至於早前
一名懷孕 39 周的 31 歲孕婦確診，庾慧
玲透露，該孕婦目前情況穩定，尚未
分娩。
對於無源頭個案減少，張竹君表示，
這反映社區疫情正朝好的方向發展 ，
「希望愈來愈少無源頭的個案，如果保
持這種情況，希望是反映社區的情況，
當然正在開展的（普及）社區檢測，都
可以讓我們知道社區的情況，究竟比例
是如何、究竟有多少，或者在哪些地方
會多一些患者，可以做一些比較針對性
的措施。」

高拔陞憂市民誤信醫護杯葛當「專業意見」

昨日疫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普及
社區檢測計劃昨日正式展開，醫管局
行政總裁高拔陞表示，計劃旨在找出
社區隱形患者，醫管局將積極配合政
府推行計劃，至今已有兩三千名醫管
局員工於公餘時間協助該計劃的進
行。對於有個別醫護及工會鼓動杯葛
該計劃，他表示不同意，擔心市民將
有關言論誤以為是「專業意見」，從
而引起誤會。
高拔陞昨日於電台節目上表示，各公
立醫院現有 1,200 張隔離病床和約 600
張二線隔離病床；另外，亞洲國際博覽
館的社區治療設施共有逾 1,000 張病
床，可供治療病徵較輕或沒病徵的病
人，「相信透過社區檢測找到的病人，
絕大部分都是屬於輕微（病徵），甚至
沒有病徵，所以我們相信大部分這批病
人，都會在亞洲博覽館（接受治療）。
而亞洲博覽館一號館有 500 張病床，二
號館亦準備就緒，有 400 張病床。」他
又指，在亞博館運作的社區治療設施亦
可以透過科技協助減少人手。

香港文匯報訊 來自
港島南區的李小朋友，
剛滿六歲兩個月，他主
動要求隨家人一起去做
普及社區檢測。昨日在
採樣過程中，他說一點
也不難受，幫他做檢測
的工作人員也很驚奇，
這麼小的小孩開開心心
來檢測。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