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歷時
14天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圓滿結束，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於記者會上指出，
縱然一直有人對計劃潑冷水，甚至發起
杯葛，但最終獲逾178萬市民投以信
心，計及衞生署及醫管局的檢測量，香
港平均每百萬人口已進行約43萬次檢
測，高於新加坡、澳紐、英國等地區。
負責統籌計劃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
權指出，特區政府對該計劃承擔約5.3
億元財務開支，平均每名檢測者的成本
僅300元，並直接及間接為香港找到42
名確診者，反映計劃符合成本效益。

共178萬人普檢 揪出42確診者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在記者會上
指出，普檢計劃合共進行了178.3萬人次
檢測，直接及間接識別出42宗確診個案
（包括32宗是全新的確診個案、5宗與衞
生署重疊發現，以及5名確診的密切接觸
者），當中13人無病徵及有20人屬源頭
不明。
她認為該計劃已成功找出隱形患者並

截斷傳播鏈，同時為特區政府提供較有
系統的數據，稍後會進一步分析人口特
徵，幫助政府安排下一步防疫工作。
她續說，下階段政府會持續對特定群

組檢測，並將普通科門診派發深喉唾液
收集包的計劃分階段擴展，參加計劃的
門診由現時22間，增至本月底的40間，
每天檢測量會由2,400個增至4,000個。
聶德權表示，普檢計劃推行過程順

暢，14天合共化驗了178.3萬個樣本，
如沒有中央政府支持設立實驗室及內地
檢測人員，香港是無條件做到。他指
出，計劃已達到政策目的，且是一次
「好好的公私營合作經驗」，能建立採
樣人員網絡。

每檢測者檢測成本僅300元
是次計劃於實驗室內檢測樣本的工作

與開支由中央負責，實驗室外的行政安
排、採樣、場地及物流等安排則由特區
政府負責。聶德權指出，特區政府的相
關開支約5.3億元，當中3.7億元是支付
予醫護人員及檢測中心工作人員的酬

金。若以178萬檢測量作計算，即平均
每名檢測者的檢測成本僅300元，已能
控制疫情，使社會付出的成本減少。
對有人挑骨頭地質疑計劃成效低，林

鄭月娥反問道：「難道找到成千上萬
（確診者）才叫成功？」她指出，最終
數字顯示現時疫情沒有一般人想像中的
嚴峻，也讓政府於防疫工作上作參考；
而與其他地區談通關時也有足夠依據，
因此整體效益是遠多於數億元。

港檢測人口比率 超星英贏澳紐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文森 )為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負責病毒檢
測工作的華昇診斷中心、董事長胡
定旭昨日表示，現時華昇在港仍可
維持每日3萬個單管的檢測量，相
信日後如有需要，可在一周內將檢
測量提升至10萬個。華昇醫學特別
顧問王世華表示，「火眼實驗室」
的氣膜會保留在香港，萬一有需
要，可以在短時間內重啟。
胡定旭昨日在電台節目上指出，

西營盤中山紀念公園設立的臨時氣
膜實驗室（火眼實驗室），單日最
多可做30萬個檢測，過去兩周的
每日檢測量都徘徊在 20 萬個以
內，曾經有單日最高達23萬至24
萬個樣本，但「未用盡我哋能
力」。

支援隊料今返內地
他續說，現時華昇在港仍可維持
每日3萬個單管的檢測量，日後如
有需要再設立實驗室，料可於一周
內將檢測量提升至10萬個，屆時毋
須中央再派人手到港協助，「世界
上冇一個地方可以一日內在單一地
點做到10萬咁多，這是『世界紀

錄』。」
胡定旭表示，在完成所有樣本檢

測後，會清理臨時氣膜實驗室場
地，將體育館交還特區政府，需時
約兩三個星期，而來港協助的支援
隊預計今日返內地。
他又形容，今次普檢在14日能完
成逾178萬個採樣及檢測工作「真
係唔簡單」，體現最好的公私營合
作模式，由採樣、電腦系統以至物
流，公司與局方和政府各部門都合
作良好，「（支援隊）非常努力、
非常搏命，大家都係想將工作做
好」。
華昇醫學特別顧問王世華則表

示，臨時氣膜「放氣」後，會繼續
安置在本港，內裏的檢測儀器則會
運到其他地方使用，有需要時才再
借調本港。在逾178萬個檢測樣本
中，只出現一宗「假陽性」個案，
原因是使用的試劑敏感度高，團隊
以「寧枉毋縱」態度處理樣本，整
體「假陽性」比率低，令人滿意。
他相信今次大型檢測有助調節私

營市場檢測費用，亦有信心如果在
第四波疫情爆發時，再為本港提供
足夠的檢測硬件支援。

「
火
眼
」氣
膜
留
港

檢
測
量
可
升
至
日
檢
十
萬

■■共有共有178178..33萬市民完成採樣萬市民完成採樣，，有有65006500
名醫護人員參與採樣工作名醫護人員參與採樣工作。。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右）向支援隊總領隊
李大川頒授紀念銀碟。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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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表示希望藉歡送儀式感謝每位
支援隊成員日以繼夜堅守崗位，讓特

區政府可以順利推行大規模普及檢測計劃，
為市民提供「願檢盡檢」的免費檢測服務。
政府亦十分感謝負責採樣的6,000多名本
港醫護人員和學員、負責支援工作的4,000
多名現職和退休公務員，以及肩負保安和物
流工作的人員，各人積極主動工作，為市民
提供高質素和有效率的服務。而全賴所有工
作人員齊心協力，才能實行計劃，在社區找
出隱形患者，及早作出治療，阻止病毒進一
步傳播。
林鄭月娥在歡送儀式上表示，檢測計劃

除有助切斷新冠肺炎在香港社區的傳播鏈，
也讓特區政府更好地掌握疫情，從而更有信
心地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令市民生活恢

復正常。要在短時間內完成接近180萬個檢
測是一件艱巨而光榮的任務，是火眼實驗室
內每一位工作人員辛勞工作的成果，是承載
着中央和內地人民對香港同胞的關懷和支
援，「各位內地核酸檢測隊隊員，您們做到
了，您們辛苦了，謝謝！」
她憶及香港在7月初開始面對以本地個案

為主的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曾經有13天
錄得單天超過100宗個案，在社區內出現多
個群組受到感染，隨時會出現進一步的社區
爆發，「當時我和政府同事以及香港市民都
十分擔心。」

中央極短時間積極回應
面對嚴峻的疫情，特首在7月下旬向中央
政府提出支援的要求。為協助香港抗擊疫

情，中央在極短時間內就積極回應，並馬上
組建兩支支援隊，一支是方艙醫院支援隊，
另一支就是進行核酸檢測的支援隊。

深深感受「血濃於水」關愛
林鄭月娥讚揚支援隊，指知道有隊員過去

幾個月都在內地不同省市抗疫，根本沒有機
會回家；有隊員因為這次的任務而需要押後
結婚的計劃，一聽到香港有需要，都是馬上
前來支援。支援隊在香港的工作強度非常
大，特別是在早期人手較少的時候，隊員每
天要工作超過12小時，不吃不喝，手皮都
磨破了，真的非常辛苦。她表示深深感受到
支援隊對香港同胞「血濃於水」的關愛。
她又指，香港市民對支援隊也是衷心感謝
的，已有數以千計的市民自發通過電郵、感

謝卡、鮮花和錦旗等等對您們表示感謝和慰
問，當中有小學生，也有九十多歲的老人
家。「雖然香港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對普
及檢測提出反對，甚至對中央的支援提出質
疑，但請您們不要理會這些惡言。香港市民
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知道中央政府以及各
位對香港的關愛，對您們的無私支援是感激
的，對您們的盡心盡力是敬佩的。」
林鄭月娥還提到，中央政府除支援香港進行

檢測，支援香港建設社區治療設施及臨時醫院
的工作也在全速進行，以應付未來可能出現的
疫情反彈。她有信心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
港一定可以打贏這場肆虐全球的抗疫戰。
昨日出席歡送儀式的官員及機構代表還有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等特
區政府官員，中聯辦副主任仇鴻，支援隊總

領隊、國家衞健委醫管局副局長李大川，支
援隊（廣東組）隊長余德文，支援隊（廣西
組）隊長龐軍，支援隊（福建組）隊長張永
裕，以及港澳辦、中聯辦、衞健委和支援隊
的代表等。

■特區政府為支援隊成員準備了小禮包，附有
林鄭月娥親筆信的明信片。林鄭月娥fb截圖

■9月15日，香港特區政府為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舉行歡送儀式。圖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第一排左六）率領一眾特區政府主要官員
與國務院港澳辦、中聯辦、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和支援隊的代表在歡送儀式上合照。 中新社

歡送支援隊：您們辛苦了
林鄭月娥讚短時間完成近180萬檢測 任務艱巨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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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錄本地零確診 食肆鬆懈店員無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香港力
抗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約兩個月以來，
昨日首次錄得本地「零確診」。4宗新
增確診個案均屬輸入病例，惟日前經普
及社區檢測計劃發現隱形傳播鏈的屯門
都城餐廳，其中一名確診食客的10歲
女兒驗出對新冠病毒呈初步陽性反應。
本港近期頻頻爆食肆感染群組，令人憂
慮食肆恐變病毒溫床。香港文匯報記者
昨日巡察市面發現，有食肆的防疫意識
鬆懈，不少店舖沒有為市民量度體溫，
店員更肆無忌憚「無罩」在店內遊走、
聊天和準備食材。有市民坦言食肆防疫
措施欠佳，寧願買外賣在後巷食，也不
願堂食。

記者商場視察 驚見除罩聊天
昨日本港錄得4宗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全屬輸入個案，是第三波疫情以來
單日新增個案最少的一日，亦是繼7月

4日以來再次錄得本地「零確診」。4
宗新增個案患者分別是兩男兩女，年齡
介乎32歲至43歲，分別從日本、菲律
賓、盧旺達及印度抵港後確診。
雖然沒有本地確診個案，但日前光顧

屯門都城餐廳後確診的食客，其10歲
女兒在入住檢疫中心期間，出現發燒徵
狀，驗出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列為
初步確診個案。
過去一周，深水埗萬發海鮮菜館及屯

門都城餐廳接連出現感染群組，使人憂
慮食肆恐變病毒溫床。香港文匯報記者
昨日巡察食肆林立的商場，當時正值午
飯時間人來人往，有食肆員工在水吧準
備食物時，把口罩拉低至下巴位置，
「無罩」與同事交談；亦有樓面員工不
時脫下口罩，帶領客人入座時才重新戴
上口罩。
部分食肆沒有為食客量度體溫，即

使設有自助式體溫測量器的食肆，亦

未見有職員監察食客有否測量。美食
廣場內有小吃店，大量市民圍在店外
等待外賣，在等待期間有人拉下口罩
吃零食，亦有市民會邊逛邊吃，有小
部分的市民會選擇在長椅區域或後巷
「立食」。

市民黃小姐表示，經常看到廣場內有
食肆的員工拉下口罩在店內聊天，感覺
不太衞生，因此會小心挑選衞生的食
店，才比較放心，「我居住在附近，若
廣場內人比較多會買外賣回家吃，若人
流稀疏則會站在一旁吃完才離開。」

李先生表示，由於廣場內的小吃店種
類繁多，因此主要會買各樣小吃後坐在
廣場長椅吃，「大家背對背坐着比起在
店內面對面更衞生，而且通常都會速戰
速決，食完就走，畢竟走廊都有很多人
經過。」

▶有食肆員工工作時沒
正確佩戴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大量市民在小食店
外等外賣。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