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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昨日再多12宗新冠肺炎

確診個案，本地個案只佔 5

宗，是連續3日本地感染個案

維持個位數，當中兩宗源頭不明個案是由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所發現，兩

名患者為食肆員工。其中一名39歲確診女患者的兒子本周二到醫院進

行眼科手術的術前測試時，對新冠病毒呈陰性反應，翌日得悉母親確

診，院方再為其兒子做檢測初步呈陽性反應。院方昨日為母子倆進行血

液抗體測試，全部都有抗體，顯示他們都是隱形患者，或已不藥自癒，

其間或已不知不覺間向身邊人「播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本港第三
波新冠病毒疫情持續，食物及衞生局副局
長徐德義昨日在疫情簡報會上指出，近日
確診個案數目雖呈下降趨勢，惟源頭不明
個案亦佔三成，而疫情自1月份至今錄得逾
4,900宗確診個案中，約23%在沒有相關臨
床徵狀情況下被識別出來，說明及早檢測
與推前診斷對防疫的重要性。他強調，實
驗室監察和檢測，是特區政府對新冠病毒
防疫工作重要一環，再次鼓勵市民把握時
間參與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徐德義表示，本港過去三個星期，確
診個案的7天平均數，由上月20日至26
日的平均21.1宗，跌至上月27日至本月2
日的平均13.7宗，再跌至過去一周平均
10.1宗，整體數字呈下降趨勢，惟過去兩
周源頭不明確診個案約佔30%，顯示社
區仍有持續隱形或無明顯臨床病徵的病
毒傳播鏈，重申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讓政
府掌握和估算社區傳播情況，並找出隱
形患者，避免疫情擴大。
他同時指出，第三波疫情7月底的平均7

天確診個案數目一度多達128宗，正是政
府適時作出社交限制距離措施才將數字降
低，政府會繼續根據疫情發展、市民及經
濟活動需要，逐步有序地放寬社交距離措
施，平均確診宗數只是考慮因素之一。
對於繼續有人質疑普及計劃成效，

徐德義重申政府沒有就計劃預設參與
人數，只要能找出新增個案，一定可
增加對疫情的控制力度。他續說，近
日未經預約到檢測中心接受採樣的個
案雖增加，但今個星期預約人數亦較

上星期少，因此並無令中心出現「逼
爆」情況。

政府接洽不同疫苗藥商
問及英國藥廠與牛津大學研發的疫苗

臨床測試時出現不良反應，徐德義表示
藥廠在出現懷疑副作用後已暫停測試，
加上第三期臨床測試較大型，正是希望
藉此觀察副作用表現，是十分標準的過
程。他指特區政府決定購買疫苗前，除
透過協調機制採購，亦已接洽不同藥商
採購，特區政府應對或出現第四波疫情
的準備工作未有鬆懈，臨時醫院籌備工
作仍在積極進行中。

昨增12宗確診 本地個案連續三天單位數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

外地輸入個案 7宗
（5宗印度、1宗菲律賓、1宗伊朗經卡塔爾抵
港）

本地有關聯個案 3宗
本地源頭不明個案 2宗
兩宗本地源頭不明感染個案詳情

39歲女（個案4912）：居於廟街，於
百德新街50至56號一間食肆工作，有
時會去油麻地街市

◆本周一（7日）到官涌體育館檢測中
心接受檢測，同日為最後上班日子

◆本周二（8日）陪同5歲兒子到伊利
沙伯醫院接受眼科手術的術前檢測，當
時兒子對新冠病毒呈陰性反應

◆本周三（9日）院方得悉母親確診
後，為其兒子進行檢測屬初步陽性

◆本周四（10日) 為女患者和兒子進行
測試，均存有抗體。目前母子倆於伊利
沙伯醫院留醫，父親則送往檢疫中心

57歲女（個案4914）：居於天水圍天
慈邨，於元朗水車館街一間食肆當樓面
侍應，有時會去合益街市。

◆本周二（8日）到新界鄉議局元朗區
中學接受檢測，本月6日則為最後上班
日子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源頭不明佔三成 23%病例無徵狀

普檢覓兩隱者隱者 皆為食肆員工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
竹君昨日公布，香港新增12宗確診

個案，其中7宗為輸入個案，包括5人乘
坐印度航空AI314航班於本周二抵港，該
航班至今已有6名乘客確診。其餘兩宗輸
入個案分別為一名從菲律賓抵港的外傭
及一名從伊朗經卡塔爾來港人士。

普檢已篩21宗個案 6宗「復陽」
5宗本地個案中，3宗與之前個案有關

連，他們都在接受隔離期間確診。至於
另外兩宗本地個案均屬源頭不明，均是
參與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後被發現，再次
顯示計劃發揮功效，令至今從該計劃檢

測出的新增確診個案數目增至21宗，另
有6宗「復陽」的舊個案。

39歲女患者與子不藥自癒
該兩宗經普檢揪出來的個案，包括一
名於銅鑼灣百德新街50至56號一間食肆
工作的39歲女職員，她於本周一到官涌
體育館接受檢測，翌日陪同5歲兒子到伊
利沙伯醫院進行眼科手術的術前測試，
當時兒子對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呈陰性反
應。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劉家獻指出，

該名男童於翌日接受手術期間，院方得
知其母親確診，故於術後再為他進行測

試，結果呈陽性，但CT值大過30，顯示
病毒量低。昨日再替母子二人進行血清
測試，均驗出對病毒存在抗體，目前情
況穩定。
劉家獻解釋，「可能之前感染過並自

行康復，因此病毒量低，亦解釋到為何
男童第一次檢測結果是陰性。」劉家獻
表示，由於該名男童屬日間病人，接觸
其他病人機會不大，加上手術後被安排

於獨立間隔，而接觸母子二人的醫護人
員均有適當防疫裝備，因此並無醫院員
工或病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至於另一宗由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發現的

源頭不明個案，則為一名居於天水圍天慈
邨的57歲女性。她於元朗水車館街一間食
肆當樓面侍應，並於本周二到新界鄉議局
元朗區中學接受檢測，其後證實確診，
CT值為26至31，病毒量同樣偏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第三波新
冠病毒疫情爆發以來，長者確診者的死亡率
高，亦有長者在院內感染，早前經安老院轉
送醫院長者入院前要做檢測篩查，現時所有
入住公院病人亦會在可行情況下進行檢測。
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鍾健禮昨日表示，新
措施是不論年齡層，盡量收集深喉唾液樣本
化驗，期望避免較年輕及無病徵病人將病毒
帶入醫院，估計入院篩查檢測數字會倍增，
但受運作需要限制，直言「未必百分百做得
晒」。
鍾健禮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公院日均
檢測量約800個至900個樣本，整體日均入院

人數低於2,000人，而新措施實施後，檢測量
將會倍增，但由於各間醫院的人手、檢測位
置都不同，要交由前線人員評估決定是否進
行檢測，因此不能做到百分百檢測，亦較難
評估會有多少入院病人或未能獲得檢測。
他又表示，採樣方式首選會以深喉唾液為

主，「病人如果有能力收集深喉唾液，就盡
量為佢做檢測，但如果病人要做鼻咽拭子就
較難，因為需要移到負壓房進行，地方同人
手所限未必做到。」他表示，6歲以下兒童主
要入住兒科病房，較少接觸長者，因此不一
定會為其檢測。
鍾健禮透露，醫院內做檢測化驗，一般一

日內便會有結果，有些較小的地區醫院需要
運樣本到較大的「龍頭醫院」進行化驗。化
驗人手亦是考量的因素，目前疫情有緩和才
「夠膽」去做，疫情高峰每日做6,000個至
7,000個檢測，難再增加檢測量，醫管局故研
引入高通量機器，以相同人手做更多測試。

出院長者或再檢
此外，他表示醫管局正檢視何時可以恢復因

疫情影響而暫停的部分非緊急服務和探病安排，
局方亦正與安老院舍業界商討，會視乎風險評
估，決定需否為出院的院舍長者做多一次病毒
檢測，以預防出院後把病毒帶入院舍。

公院留醫者檢測 6歲以下未必做

料仍有百「隱患」聶德權：延普檢非「造靚條數」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是一年
一度的敬師日，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於fb向各位作育英才的老師致敬。她表示，在疫情對教學衝擊
下，老師以不同模式幫助學生「停課不停學」，專業精神令人敬佩。
她已應學界建議，要求教育局積極跟進，善用「優質教育基金」加強
對電子教學平台的支援。 ■圖：林鄭月娥fb

特 首 致 敬 教 師

港蟬聯最自由經濟體 政府：致力公平營商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 菲沙研究所發表最新《世界經
濟自由度2020年度報告》，再次把香港評為全
球最自由的經濟體。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對此表
示歡迎，並指報告明確肯定香港一直以來堅定
地建立一個自由經濟體及提供公平營商環境的
決心。
自報告開始發布以來，香港一直位列全球第
一，而新一份報告五個評估大項中，香港在「國
際貿易自由」和「監管」排列首位。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晚回應表示，法治是香港重
要核心價值，為社會大眾所珍視，政府和整個社
會均堅決捍衛及維護法治。遺憾地，菲沙研究所
以偏頗及基於選擇性評論和無理據的推測推論未
來香港在這方面的評分將下降。
發言人指，香港在表達自由與和平集會的權

利受基本法充分保障。然而，這些權利和自由
並非絕對，基於例如公共秩序的需要而經法律
可加以限制。香港過去一年經歷社會動盪，良

好的治安受到嚴重挑戰，警隊有責任採取合法
措施維持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和保護市民生命
及財產。
就報告提及訂立《香港國安法》以及相關執法

行動，特區政府重申，通過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是
國際慣例，每個國家都有維護國家安全和主權的
法例，亦是職責所在。制定《香港國安法》是為
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維護國
家安全，防範、制止和懲治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

犯罪，保持香港特區繁榮穩定，並保障香港特區
居民合法權益。
特區政府表示，自由市場原則是當局制定政

策的重要考慮以及香港經濟基石，政府會竭力
鞏固香港固有制度優勢，包括法治及司法獨
立、自由的貿易和投資制度、簡單低稅制、良
好的營商環境，以及高效政府。這些優勢提供
穩定及有利環境讓企業蓬勃經營，並讓整體經
濟持續繁榮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普及社區檢
測計劃至昨日已推行10天，截至昨晚8時累
計已有152.7萬市民接受採樣，暫已找出21
宗新增的確診個案。負責統籌計劃的公務員
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早出席電台節目時則表
示，按累計發現的確診個案數字推斷，本港
社區仍有約100名隱形患者，有關情況不容
忽視。他並強調，普及計劃延長至下周一及
接受未有網上預約的巿民檢測，乃是照顧巿
民的需要，並非是「造靚條數」。
政府昨晚公布普及計劃最新數據，指出截

至昨晚8時，累計約有130.5 萬名市民上網
預約檢測，各區的社區檢測中心則已為
152.7萬名巿民採樣進行病毒測試，暫已有
134.4萬個樣本完成核酸檢測。
聶德權昨早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醫院管

理局有研究顯示，年輕患者的症狀與感冒類
似，並有將病毒傳染給長者的風險，現時確
診個案雖然已大幅回落，但根據普及計劃發
現的確診數字，以全港750萬人推算，社區
仍有約100名隱形患者，他們在社區中潛伏
的危險不能忽視。他又表示，本港學校逐步

開學並將恢復面對面授課，呼籲家長帶同子
女參加檢測計劃，確保安全。

逾5萬人檢測無預約
對於普及計劃延長多三日並預留空間予沒

有網上預約的巿民到場檢測，聶德權強調計
劃並非只看參與人數，延長時間亦非為「造
靚條數」，指出前日完成的11萬多個採樣
中，有多達5萬多個是未預約而直接到檢測
中心，故有關安排是照顧巿民需要，「市民
都係希望有檢測服務，能夠為佢哋提供，呢

個都係照顧到佢哋嘅需要，亦係願檢、盡
檢。」
據了解，計劃至今有5,060人重複採樣，

他表示只佔整體很少部分，部分原因是因為
有樣本瓶需要報銷，亦有部分人想再檢驗多
次。
他又表示，離島區人口分散，難設立多間

檢測中心，因此由早前新加入並曾參與高危
群組工作的「中檢醫學檢驗有限公司」，負
責離島特別採樣中心的檢測樣本，人員亦會
到各條村派發樣本樽，並在離島區的社區中

心及會堂設立檢測中心。
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祈殷昨在電台

上估計，最終會有近100萬名巿民接受檢
測，但表示他參與檢測工作時，發現到檢
測中心採樣的較多是中年人，關注沒有症
狀的年輕感染者情況，指出須及早找到這
些無症狀人士，否則或爆發於一些群組，
而疫情隨時再爆發，疫苗未面世前需要加
強檢測能力，有助控制疫情。

私營化驗所能力提升
香港醫務化驗所總會主席李偉振則表示，

私營化驗所檢測能力已有提升，相信即使內
地檢測隊離港，本港仍有能力應付日後健康
碼帶來的檢測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