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

◆輸入個案 3宗

◆本地個案 3宗

◆初步個案 少於10宗

通報死亡個案
個案2404：90歲男，救世軍隆亨長
者之家院友

註：累計有98名確診病人於公立醫
院離世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個案4892：50歲女，大圍交通城
清潔工，負責清潔整棟大廈，無病
徵，入住檢疫中心後確診

個案4893：28歲女，交通城群組其
中兩宗個案（個案4889及4890）的
不同住家人，3人於8月底至9月初
曾見面。女患者9月3日發病，兩天
後在大窩口體育館參與普及檢測後
確診（普檢發現）

個案4894：68歲家庭主婦，居於屯
門安定邨定康樓，無病徵，感染源
頭不明，平日會到置樂街市、友愛街
市等購物，9月5日到兆麟社區會堂
參與普及檢測後確診（普檢發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昨日新增6宗新冠肺炎

確診個案，是自7月出現第三

波疫情以來的低位。同時，在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相助下，昨日再揪出兩名隱形患者，及時阻截社區

傳播鏈蔓延。這兩名經普檢篩出的患者分別為一名家住屯門、無病徵

的家庭主婦，以及大圍交通城群組患者的一位家人，而交通城一名清

潔工人則在入住檢疫中心後確診，令交通城群組累計有11人染疫，該

大廈6樓25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均已接受檢疫，衞生防護中心已向

整棟大廈的商戶共派出約400個樣本瓶作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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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圍交通城群組再添兩確診
患者家人普檢驗出染疫 累計11人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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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剛完
成了首個星期的檢測工作，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會見
傳媒時指出，市民在網上預
約並按時到中心接受採樣的
百分比非常高，達92%，她
對市民的積極響應和全面配
合表示衷心感謝。她並提到
沒有在網上預約、即場登記
接受採樣的比例每日增長，
故政府在接下來幾天編配市
民網上登記配額時，已經預
留更多空間和能力讓更多市
民可以無須預約而到中心接
受採樣，她鼓勵及歡迎還未
登記的市民可以毋須登記便
選擇喜歡的中心進行檢測。
林鄭月娥指出，截至7日晚

上8時，共有119.7萬人在網
上登記預約檢測，另外同樣有
119.7萬人在過去七天親身到
社區檢測中心進行採樣，其中
按預約到中心的有96.1萬人，
即場登記的市民有23.6萬人，
兩組數字加起來碰巧都是
119.7萬人。
她續指，市民在網上預約並

按時到中心接受採樣的百分比
非常高，達92%，她對市民的
積極響應和全面配合表示衷心
感謝。她又提到，即場登記的
市民比例每日增加，由早前平
均每日 18%增加至前日的
26%，即17萬人次在前日到
檢測中心進行採樣，其中4.5
萬人是沒有預先預約，即每4
人中便有1人是即場登記參
與。

已預留更多即場採樣配額
由於即場登記人數增加，林鄭月娥指在

接着幾天編配市民網上登記配額時，已預
留更多空間和能力讓更多市民可以無須預
約而到中心接受採樣，並鼓勵及歡迎還未
登記接受採樣的市民，可以無須登記便選
擇喜歡的中心進行檢測。
至於坊間關心是否有人濫用檢測服務及

重複登記等，林鄭月娥指，進行多於一次
檢測的總人數約1,500人，只佔接受採樣
的120萬人中一個非常細小的百分比，
「我們不想認為這1,500位市民是濫用，
可能有種種原因，他經過幾日發覺自己可
能曾接觸一些比較高危的群組，或者聽到
確診個案在某一個地方出現，他又想去接
受檢測，我們不覺得是一個大問題。」
至於社區檢測中心會否再多延長開放餘

下三天，林鄭月娥指會按情況盡快向社會
交代，但重申檢測計劃最多只會進行14
天便結束，屆時政府亦會再進行全面的總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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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
日在疫情簡報會上指出，昨日香港

新增6宗確診個案，包括3宗輸入個案及3
宗本地個案。本地個案中，兩宗透過普及
社區檢測計劃發現，使該計劃至今累計找
到18名新增的確診患者，另有4宗「復
陽」個案。
該兩宗個案中，有一宗是源頭不明，患
者是68歲家庭主婦（個案4894），她居
於屯門安定邨定康樓，本身並無病徵，上
周六（5日）到兆麟社區會堂參與普及檢
測採樣，結果證實確診新冠肺炎。張竹君
表示該名確診者平日會到屯門的置樂街市
及友愛街市和商場等地購物，但沒有其他
活動。
另一宗經普及檢測發現的確診個案，則
涉及大圍交通城群組，患者是一名28歲
女子（個案4893），是群組中個案4889
及4890的不同住家人，但曾與個案4889
及4890於8月底至9月初見面。個案4893

上周四（3日）發病，有喉嚨痛症狀，上
周六（5日）到大窩口體育館參與普檢採
樣，結果證實確診，與她同行做檢測的家
人則未確診。
除了個案4893，大圍交通城群組亦再多一

宗確診個案，為交通城大廈的50歲清潔女
工（個案4892）。她負責整棟大樓清潔工
作，與地下管理處員工有接觸，而患者本身
並沒有病徵，因交通城出現感染個案，她被
列為密切接觸者，本周日（6日）入住檢疫中
心，經病毒測試證實同樣受感染。

6樓25人列密接者送檢
連同上述兩宗個案，交通城群組累計已

有11人染疫。張竹君表示，交通城大廈6
樓共有25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已被送
往檢疫中心，而整棟大廈共派出約400個
樣本瓶，會陸續收回樣本進行病毒檢測。
另一方面，張竹君指出早前在青山灣入

境事務中心確診的泰籍男子（個案

4877），在警方協助下調查有新進展，中
心發現該名確診者曾於7月中，與一名50
歲女確診者（個案3741）見面及食飯，根
據資料，該名居於黃竹坑的女子7月底發
病，8月5日確診，估計這可能是泰籍男
子的感染源頭。

揭泰籍在囚者曾與患者進膳
該泰籍男子與有關確診者見面後，7月

31日被法庭判監八周，先後被羈押於荔枝
角收押所和轉到壁屋監獄服刑，上周五
（4日）刑滿被送到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
等候遣返，結果在中心內經檢測確診。張
竹君表示他可能是隱形傳播者，因他一直
沒有病徵，攜帶病毒一個多月後才驗出陽
性「都唔出奇」。

此外，之前在普及檢測中呈陽性但醫管
局再檢測呈陰性的44歲男子，昨日已出
院，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獻表示經專家評
估，患者可出院，但三個星期後需再做血液
抗體測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普及社
區檢測計劃昨日踏入第八天，截至昨日晚
上8時，累計有131萬人登記接受檢測，
並已累計有103萬個樣本完成新型冠狀病
毒核酸檢測。負責統籌計劃的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聶德權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指
出，計劃首七天已發現16名新增確診
者，當中更涉及來自不同的群組與數條傳
播鏈，反映本港第三波疫情已深入社區不

同層面與群組，亦顯示出普檢計劃成效顯
著，否則有關患者可能會在較後時間，或
再傳染其他人後才被發現，同時亦印證愈
多人接受檢測對結束疫情的重要性。

131萬人登記檢測
聶德權昨日重申，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旨

在了解社區的感染情況，以及盡量將社區
內的隱形患者識別出來。他指出，計劃運

作首七天，共驗出16宗新症及4宗曾感染
但已康復的個案，而新症亦涉及幾條傳播
鏈，「這些個案如果無透過計劃被驗出，
可能會在較後時間，或病發後傳染若干人
才發現出來，這顯示計劃發揮出效用，亦
印證到愈多人接受檢測對結束長達十星期
的第三波疫情的重要性。」
聶德權表示，16宗新增個案來自不同群

組，反映第三波疫情已深入社區不同層面
與群組，危機仍然存在，呼籲市民不應鬆
懈。他說：「有個案是一對夫妻及外傭確
診；有個案是一些場所希望恢復營業時員
工被驗出陽性；亦有家庭主婦，這印證了
社區內有隱形傳播鏈的存在。」

「一宗源頭不明都可以爆發」
他指出，特區政府至今已完成近50萬
個來自安老院舍、餐廳食肆、物業管理和
酒店業員工，以及的士和小巴司機這些特
定組群的檢測，陽性比率約為0.02%。以
此計算，普檢計劃0.003%的陽性比率屬
預期之內，「重點是要搵出隱形病人，結
果普檢是做到成效。」他強調，計劃是要

透過全社會的努力將疫情斷尾，「因為一
宗源頭不明個案都可以出現爆發情況，大
圍交通城大樓就是一個例子。」
聶德權再次呼籲大眾，特別是餐飲零售

等服務行業僱員接受檢測；而外傭亦是重
要群組，因為7月至8月底便有163宗個
案涉及外傭，當中87宗更屬本地感染。
他重申，會視乎需求最多延長計劃至14
天，醫護及工作人員會繼續謹守崗位，為
市民提供專業、快捷的檢測服務，「會睇
埋今（昨）日的情況作決定。」

讚「火眼」檢測流程暢順
對於有人批評「火眼實驗室」的檢測能

力一直未達到當初提及的每天化驗30萬
樣本，聶德權解釋30萬是最高處理量，
目前整個流程暢順，檢測能力及數量也不
存在問題，「當然是愈快愈好，但最重要
是能否在72小時內有檢測結果。」
他並指出，截至前晚累計有1,554人重

複接受檢測，比例十分低。
另外，普及檢測計劃至今共接獲240

宗被指個人資料被他人用於登記預約的
個案。經了解後，其中134宗個案懷疑
涉及盜用他人的個人資料，已轉交警方
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自本
月1日起展開，市民反應踴躍。內地核酸
檢測支援隊（廣東組）副隊長郭鵬豪昨日
接受點新聞專訪時表示，目前在西營盤中
山公園的「火眼實驗室」中，有來自內地
支援隊和華昇診斷中心的共計600名隊
員，每天可檢測20多萬支單管樣本。郭
鵬豪坦言，早期隊員們每日工作12小時
以上，短暫休息五六小時後，又得馬上投
入工作，「看到他們手上的破皮、臉上口
罩的壓痕、從艙裏出來後蒼白的臉色，都
讓我特別感動。隊員們一直堅守崗位，就
是為了盡快將檢測結果送到市民手中，希
望大家對他們多一些支持和關愛。」

日做12小時測逾20萬樣本
郭鵬豪是來自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
醫學檢驗科主管技師。兩個月前，北京新
冠疫情一度死灰復燃，他曾受命帶隊赴北
京參與核酸檢測工作，早前再被委以重任
來港擔任先遣隊隊長，開展協助籌備臨時
實驗室的工作。他指出，香港抗疫所面臨
的挑戰，「最大的挑戰就是磨合，支援隊
來自全國各地，實驗室也是臨時搭建，如
何快速磨合形成有效的檢測能力，是一個
不小的挑戰。而外部的輿論環境，對於隊
員心理，也是不小的壓力。」
所幸磨合過程非常快，人手增加後，

檢測量有了大幅度增
長，現在已經可以達到
每天20多萬支單管處理
量。郭鵬豪指出，整個
檢測流程分為九個崗
位，採用流水線作業，
分三更，每更八小時。
「尤其在取樣環節，隊員需要將每個樣
本從樣本管中，用加壓槍抽取到96孔樣
本版，工作量十分龐大。」
反對派一直抹黑和質疑支援隊的專業資質、

造謠「DNA送中」等問題，企圖用政治偏
見綁架市民健康。郭鵬豪憶述，「我踏入香
港聽到第一句話是『你們來能做什麼？』其
實這句話對於我們每一個隊員來說，從某種
程度來說是一種傷害。但是每次我都鼓勵我
們的隊員，其實你們只要努力把事情做好，
把這個檢測的工作做好了，把每一份標本的
結果都能送到香港市民手中，就是對這個問
題最好的回答。」
如今愈來愈多的香港市民支持普檢，支

援隊亦收到許多市民親手製作的心意卡和
感謝視頻，這給予隊員們很大的支持和安
慰，成為隊員們不斷挑戰自己、堅守崗位
的力量源泉。
對於反對派「為反而反」，郭鵬豪重

申，樣本在實驗室完成檢測後會及時銷
毀，檢測人員也只能拿到記錄檢測號碼的

二維碼，所有個人信息均儲存在政府數據
庫中，不存在反對派謠傳參加普檢會洩露
私隱的問題。
有「病毒獵手」之稱的郭鵬豪，半年來一

直在抗疫一線工作，很久沒有回家，此前援
助北京時，孩子給他畫了一幅畫，畫面是媽
媽和孩子在房子裏面，爸爸提着包在外面。
孩子還對他說，「爸爸在外面抓病毒，我和

媽媽被保護起來」，這令他十分感動。
對於未來的工作，郭鵬豪坦言，「作為

醫護工作者，守護人類生命健康就是天
職。『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香港作為
中國的一部分，我相信在香港遇到困難的
時候，中央政府和內地的檢測人員都一定
會義無反顧提供幫助，與香港市民同舟共
濟，戰勝疫情。」

屢揭社區疫鏈 聶德權點讚普檢

■截至昨日
晚上8時，
累計有131
萬人登記接
受檢測。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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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懼抹黑做檢測 支援隊盼獲更多支持

■衞生防護中心在大廈內派發樣本瓶。
資料圖片

訪問片段

■大圍交通城再增添兩名患者，該大廈6樓25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均已接受檢疫。
資料圖片

■郭鵬豪。

■「火眼實驗室」每天可檢測20多萬支單管樣本。

■隊員辛勤工作，
連手也破皮須貼上
膠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