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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開展首兩天，已合共

約有27.8萬人在全港

141個檢測中心接受取

樣檢測，而截至昨晚8時，累計約79.8萬人已在網上預約登

記。負責統籌計劃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表示，今日

起會增加檢測中心的預約名額，更不排除延長個別檢測中心的

檢測日期多七天。他強調，檢測數據有助政府與其他地區商討

重開旅遊安排，而政府顧問專家直言短時間內未會「零確

診」，而透過今次計劃可找出隱形傳播鏈，評估社區是否安

全。

近80萬人登記 今起預約加額
聶德權：助尋隱形傳播鏈 助商討重開旅遊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 昨晚，再有89名內地
核酸檢測支援隊隊員抵達香港。連同8
月初以來陸續抵港的隊員，目前內地支
援隊已有300多名隊員在港，投入到香
港特區於9月1日展開的新冠病毒普及
社區檢測計劃的實驗室檢測工作中，協
助特區抗擊新冠肺炎疫情。
89名支援隊隊員昨晚陸續抵達香港的

入住酒店，其中51人來自廣西、38人
來自福建。香港廣西社團總會、香港福
建社團聯會的代表手持橫幅和鮮花，歡
迎隊員們的到來，祝福隊員們在港工作
順利。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換炎表示，
目前香港的新冠病毒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已展開，國家大力支援香港，幫助特區
盡快找到新冠病毒隱形感染者、切斷病
毒傳播鏈，讓香港社會早日重回正軌，
市民都很感動。他呼籲各界積極參與普
及社區檢測計劃，為全港防疫抗疫工作
貢獻正能量。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劉娟表

示，當前香港特別需要通過普及社區檢
測盡快阻斷病毒傳播。「在香港市民最
需要援手的時候，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
來到香港，社會各界都很感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為響
應特區政府推行的普及社區檢測計
劃，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
政協委員昨日到位於灣仔會展中心
的社區檢測中心接受新冠病毒檢
測。大家都形容檢測過程快捷方
便，更有十足的安全衞生措施，並
強調維護公共衞生及健康環境是港
人共同意願，不存在政見之分，呼
籲廣大市民積極參與，早日切斷社
區隱性病源，給自己、家人、大眾
和社會安心。

譚耀宗：安排很好 港人幸福
包括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全國
政協常委唐英年、余國春等在內的數
十名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昨日下午
先後前往灣仔會展中心的社區檢測中
心接受檢測，當中不少代表、委員攜
同一家大小或親朋好友一同參與，以
實際行動支持計劃。民政事務局局長
徐英偉其間到場視察。
譚耀宗在接受檢測後表示，計劃
目的是希望大家能通過檢測了解自
己是否為隱形病毒攜帶者，因此越
多人檢測，效果自然會越好，並強
調檢測機會難得而且免費，希望市
民積極參與。特區政府在國家支持

下，將檢測安排得很好，形容香港
人非常幸福。
唐英年率領香港友好協進會及香

港江蘇社團總會的成員參加檢測。
他表示，今次是他首次在香港進行
檢測，感覺是採樣人員專業，過程
簡單快捷，並沒有任何不適。又說
支持政府的檢測計劃，給自己、家
人、大眾和社會安心。
他強調，在中央全力支持下，特

區政府推行檢測計劃是抗疫戰中重
要一步，有助切斷隱形傳播鏈，為
推出「健康碼」鋪路，讓市民可以
自由進出香港，是利己利人、利社
區及利香港的措施，強調維護公共
衞生及健康環境是港人共同意願，
不存在政見之分，希望市民能夠齊
心支持計劃，協助香港早日走出疫
情。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

主任、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
長施榮懷分享道，雖然之前參加兩
會曾有過檢測經歷，但鼻腔採樣則
是首次，再加上自己本身有鼻敏
感，所以一度有少許擔心，但在實
際採樣過程中並無不適，比想像中
更方便快捷，相信所有市民都可接
受。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曼琪亦大讚
醫護人員溫柔、專業，在安排上亦
有注意保持安全的社交距離，令她
感到安心又放心。面對當前疫情，
香港社會花費很大成本才令每日新
增個案稍為回落，若然想讓本港疫
情不再反彈，每位市民都要參與檢
測，協助找出隱形病患。

姚志勝：檢測專業 防護到位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

進會香港總會會長姚志勝表示，整
個採樣過程有條不紊，安全穩妥，
方便快捷，醫護人員表現專業，細
心體貼，防護非常到位，值得點
讚。姚志勝指出，個人檢測一小
步，全港抗疫一大步，數十萬香港
人已報名和完成檢測，大家為杜絕
疫情身體力行，體現共同抗疫的團
結精神，令人感動，亦期待更多市
民齊齊參與。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各界文化促

進會執行主席馬浩文形容檢測過程
安全、迅速，場地相當寬敞，可杜
絕感染風險。他指如果市民對於自
己是否染上病毒而感到憂慮，大可
利用今次機會進行檢測，好讓自己
及家人都能「買個安心」。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金融發展協
會主席魏明德形容檢測全程安排令
人放心，即使沒有病徵，也希望大
家積極參與，令自己多一份安心，
也是對家人朋友的保障。他指，大
家不妨換位思考一下，自己是否也
希望驗證身邊家人朋友乃至同處一
個空間的陌生人都沒有攜帶病毒？
在等待別人邁出這一步的時候，自
己可否採取小小行動。
全國政協委員張學修表示，檢測

計劃能為市民帶來一份安心，而且
檢測費用全免，過程簡單快捷，兩
到三分鐘即可完成，絕不會為市民
生活帶來任何麻煩。參與檢測不但
是為個人健康，也是為了公眾利
益、經濟發展作貢獻。
昨日參與檢測的還有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霍震寰、黃友嘉、陳亨利、黃玉
山、林順潮、鄺美雲，全國政協委員
王國強、容永祺、曾偉雄、蘇長榮、
李文俊、黃英豪、劉炳章、李大壯、
釋寬運等。
社會各界人士包括香港基本法委

員會副主任譚惠珠、梁愛詩、范徐
麗泰、伍淑清、蘇錦樑、陳永棋、
彭耀佳、盛智文、湯恩佳等亦到場
接受檢測。

代表政協帶頭普檢 籲民積極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今日踏入第
三天，由於巿民反應踴躍，
不少檢測中心的預約時段這
幾天已告爆滿，昨日續有一
些未有及早上網登記的巿
民，直接到檢測中心「叩
門」，結果獲安排即場採樣，有
長者更立即致電多名未能預約檢
測的友好，通知可以到有關檢測
中心碰運氣，並強調說：「有得驗就應該要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早到沙田源禾路體育館的檢測中心觀

察，發現有未事先預約的市民也到場，結果獲安排接受檢
測。其中住在沙角邨的葉女士解釋，由於自己不會上網，找
人幫忙時，邨內的檢測中心預約時段已告爆滿。前日，她直
接到檢測中心碰運氣，可能該中心少有預約人士爽約，她亦
未獲安排檢測，「噚（前）日去過沙角社區會堂嘅檢測中
心，但都未能採樣，所以今日再到另一間中心碰吓運氣。」
她昨日在未有預約下到源禾路體育館的檢測中心，結果

獲中心安排即時採樣。她大為興奮，立即致電通知其他未
能預約的友好，希望其他人亦有機會成功叩門。

街坊：有得驗就應該要驗
對有人質疑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在疫情有所改善時才推出

是太遲，有人亦認為會影響市民參與意慾，葉女士並不認
同，並反問：「敢唔敢話無隱形患者？有得驗就應該要
驗！」
昨到該中心接受檢測的翁先生夫婦亦認同，普及檢測對

現階段疫情防控十分重要，指出確診個案數字雖然有下
降，但不能排除疫情會出現反覆，認為普及檢測計劃在任
何時候做都不會太遲，重點應該是有多少市民參與。
另一名市民張先生表示，曾有鄰居確診，一直擔心會否

受感染，自行安排檢測費用高昂，故十分高興政府為全民
免費檢測。年逾70歲的陳先生更表示全家都會去檢測，
希望確定未有染疫，以免傳染他人，「安排好方便，我都
可以自己預約，年輕人應該無乜嘢理由唔接受檢測。」他
知道有些長者不懂上網，認為政府應提供協助。
將軍澳的尚德社區會堂檢測中心，首七天全部檢測時段

名額爆滿，昨早到場接受檢測的巿民明顯較多，但有巿民
指中心分批安排入場，場內人數不算多，不擔心有風險。
該中心昨日上午亦分批安排20多名未有登記的巿民入

內檢測，當中有人本預約下周一，但因心急冀早做早安
心，昨早到場碰運氣；有巿民則因不懂上網登記而直接到
場，「上網好難，因為唔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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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昨晚公布，昨日普及計劃第
二天，上午8時至晚上8時約

15.2萬名市民在全港各社區檢測中心
採樣進行新冠病毒病檢測，連同前
日首天檢測人數，首兩天便有27.8
萬人接受檢測，其中4.9萬個樣本已
完成核酸檢測，呈初步陽性的樣本
會交由衞生署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
覆檢以確認結果，確診個案會由衞
生防護中心跟進並公布。
同時，自8月29日網上預約開始

以來，截至昨晚8時，累計約79.8萬
名市民已成功預約檢測，至今則接
獲122宗個案指個人資料被他人用於
登記預約，經了解後其中68宗個案
懷疑涉及盜用他人個人資料，已轉
交警方處理。

82中心滿額 預約穩步增加
聶德權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
出，普及計劃首天各中心運作暢
順，昨日全日有82個檢測中心滿
額，巿民預約穩步增加，今日起會
增加預約名額，「視乎有無需要將
（個別檢測中心）檢測時間延長多
七日。」
對首日普檢人數，低於現時實驗
室每日約30萬個樣本的化驗能力，
他重申普及計劃並無特定目標，不
是要達某個數目才能有效，但愈多
巿民檢測愈好。

聶德權指出，若巿民希望到日本
等地外遊，愈多人參與普檢愈好，
因有關數據有助香港特區政府與其
他地區商討旅遊安排，「其他地方
如『旅遊氣泡』，又或者內地方
面，係咪仍要對港人實施檢疫14天
安排等等，佢哋都會睇香港嘅情況
係點，如果多一個（普檢）數據講
畀人聽，等人可以安心。」

專家盼更多市民參加
協助採樣的政府顧問專家、中文

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
示，現時預約人數不算很多，希望
有更多市民參加，相信若能找出很
多確診者，市民或會一窩蜂接受檢
測。
他續說，短時間內看不到第三波

疫情回落至「零確診」，透過今次
計劃可找出隱形傳播鏈，「有咗呢
個數據，可以估計究竟社區係咪安
全，若做到200萬至300萬個檢測，
只有一兩個確診，就可以好放心。
樣本愈大就愈好，若只有百幾萬，
則未必有足夠代表性，所以愈多人
參加愈好。」
許樹昌又表示，巿民即場登記獲

即場檢測是可接受的安排，但要控
制人數，不可太多，而檢測中心目
前30分鐘一個時段相對鬆動，可縮
短每節時間或延長中心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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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隊續抵港 逾300人助普檢

■普及社區
檢測計劃第
二天，中環
大會堂檢測
中心不用排
隊。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首兩天便
有 27.8 萬
人 接 受 檢
測。

新華社

■■截至昨晚截至昨晚88時時，，累計約累計約7979..88萬萬
人已在網上預約登記人已在網上預約登記。。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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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共89名成員抵達香港，香港廣西社團
總會、香港福建社團聯會的代表手持歡迎橫幅迎接。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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