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持續逾兩個月，前日首次出現零本地

確診個案，但紀錄只能維持一日，昨日再新增9宗確診個

案，其中5宗屬本地感染，全部與之前確診個案有關連。爆

發感染群組的屯門都城餐廳昨日再多兩宗確診個案，分別是

日前確診食客的10歲女兒及太太，即一家三口也染疫。由於該10歲女童之前曾回校進行網課，其就

讀的五邑鄒振猷學校昨日暫停六年級學生回校復課安排，所有教職員及回校上網課學生也要檢測。呼

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提醒，隨着防疫措施放寬，疫情有極大可能反彈，呼籲市民繼續保持社交距

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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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都城餐廳早前有3名食客分別
透過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被發現確

診，其中一名49歲男食客確診（個案
4972），昨日證實他10歲女兒（個案
4979），及48歲太太（個案4981）也
確診，三人均居於屯門兆禧苑樂禧閣，
惟女童是否二代傳播、有否到訪該餐
廳，則由於衞生署昨日沒有舉行疫情記
者會，所以至今未確定。

女童在校網課全程戴罩
女童就讀的五邑鄒振猷學校校長沈耀
光昨日表示，女童最後回校日期為上周
五（11日），而衞生防護中心判斷女童
是在本周一（14日）才發病，故她回校
時不在傳染期，且她在學校期間全程佩
戴口罩，在有隔板的獨立座位進行網
課，因此並沒有教職員或學生被列為密
切接觸者。
不過，校方會要求全體教職員在本周
內進行病毒檢測。曾經直接指導女童的
教職員昨日已獲安排進行檢測，並在有

報告前居家工作。至於曾回校上網課的
學生，校方則建議接受病毒檢測以證明
沒有染疫，或自我隔離14日後才回校
上課。
該校六年級學生原定昨日回校復課，

但已即時暫停有關安排。沈耀光則表示
下周三（23日）仍會如期安排一年級、
五年級和六年級復課，並表示學校會在
復課前聘請校外公司進行「長效消毒抗
菌塗層」的噴霧式消毒。若有家長對復
課感到憂慮，可選擇在家學習，校方會
提供實時網課。
大圍交通城群組昨日亦有一宗新個

案，患者是居於石硤尾邨美賢樓的45
歲男子（個案4977）。其餘兩宗本地感
染個案分別是住在長沙灣昇悅居7座的
21歲男子（個案4982），以及居於長
沙灣麗翠苑麗柏閣的72歲女子（個案
4983）。兩人之前都有家人確診，是由
檢疫中心送院。

梁子超籲市民外出適可而止

梁子超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
前日本地個案「歸零」，可能是因普及
社區檢測計劃結束後，有接觸史及有病
徵人士要轉到普通科門診取樣本樽檢
測，需要較長時間才有化驗結果有關，
「要第三波疫情停止，最低限度持續超
過兩個星期本地傳播歸零，家只係一
日，言之過早。」
他並提醒疫情有反彈風險，因為防疫

措施近日逐步放寬，特別是中秋節即將
來臨，可能會有家庭聚會，故呼籲市民
未來兩周仍要適可而止地外出，避免前
往太多人聚集的地方，「出去一次半次
問題唔係咁大，但如果大家經常恢復較
高風險活動，會為社區帶來比較大嘅反
彈風險。」
梁子超又表示，近日本地源頭不明感

染個案由出現病徵直至確診，平均需要
8天時間，其間可能已將病毒傳染他
人，並強調要長期「清零」，才能確保
企業正常運作及恢復經濟，故政府不能
放棄有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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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疫女童就讀學校煞停復課
昨增9確診5屬本地個案 醫生警告疫情極可能反彈

醫管局各區樣本收集包派發及收集點
香港
◆東區
柴灣普通科門診診所
西灣河普通科門診診所
筲箕灣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
◆灣仔
貝夫人普通科門診診所
◆中西區
堅尼地城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
西營盤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
◆南區
香港仔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

註：樣本收集包派發時間：周一至周五（公眾假期除外）上午7時30 分至上午8時30分
樣本收集時間：周一至周六（公眾假期除外）上午10時至上午11時

九龍
◆九龍城區
中九龍診所
李基紀念醫局
◆黃大仙區
東九龍普通科門診診所
柏立基普通科門診診所
◆油尖旺區
李寶椿普通科門診診所
◆觀塘區
九龍灣健康中心普通科門診診所
藍田分科診所普通科門診診所
牛頭角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
◆深水埗區
西九龍普通科門診診所

新界
◆西貢區
方逸華普通科門診診所
將軍澳（寶寧路）普通科門診診所
◆葵青/荃灣區
下葵涌普通科門診診所
伍若瑜夫人普通科門診診所
北葵涌普通科門診診所
南葵涌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
◆沙田區
馬鞍山家庭醫學中心
沙田（大圍）普通科門診診所
圓洲角普通科門診診所
◆大埔區
大埔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
◆北區
石湖墟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
◆屯門區
屯門診所
屯門湖康診所
◆元朗區
天水圍健康中心（天瑞路）
元朗賽馬會健康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
院管理局昨日宣布，為配合政府的
防疫政策，仍會繼續為市民提供免
費新冠病毒檢測，明日（18日）起
會增加派發樣本收集包及收集深喉
唾液樣本的普通科門診診所至31
間。該計劃開展一個多月以來，已
找出64名確診患者。
醫管局目前在全港22間普通科門
診派發樣本收集包及收集深喉唾液
樣本，方便一些自覺有較高感染風

險及輕微不適的市民接受新冠病毒
檢測。明日開始，醫管局會擴展服
務，在另外9間普通科門診診所提
供有關服務。
市民由明日起可以在逢周一至周

五於早上7時30分至8時30分，到
該31間診所門外指定地點領取樣本
收集包，並在三個工作天內採集深
喉唾液樣本，及填妥化驗所需的資
料於周一至周六早上 10 時至 11
時，交回31間門診診所外的指定地

點。如果市民在遞交樣本後三個工
作天內沒有接獲通知，即表示測試
結果為陰性。
該計劃於7月27日已經開始，醫
管局至今共派發約5萬份樣本收集
包，經化驗室進行檢測的樣本超過
3.2萬個，其中64個樣本對新冠病
毒呈陽性反應。
醫管局發言人表示，若計劃運作

情況暢順，會進一步增加派發樣本
收集包的普通科門診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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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文森 )康文署部分康
樂場地和博物館由今日起分階段重新開放。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昨日到訪黃泥涌體育
館，視察場館準備重開的情況，該館曾用作
社區檢測中心，現已還原場地進行深層消毒
及清潔，及重新裝置運動設備以供公眾訂場
使用。徐英偉表示，體育處所重開可讓市民
有更多運動機會，保持身心健康，更能應對
疫情，並在新常態下恢復正常生活。
各室內的康樂設施包括體育館主場（只限

羽毛球場）、壁球場、乒乓球室、草地滾球
場、高爾夫球發球道、網球場、香港單車館
單車賽道、室內緩跑徑、舞蹈室、健身室等
今日會重開，而水上活動中心亦會於同日重
開。各區泳池則將於明天重新開放。
各重開的康樂設施會限制逗留人數，並暫

停開放觀眾席、取消團體作賽，以隔球道方
式開放。同時，市民在室內體育處所須佩戴
口罩、每小組不多過4人，小組間亦要保持
1.5米社交距離。
此外，各區游泳池除正維修的港島東游泳

池、大角咀游泳池、何文田游泳池、屏山天
水圍游泳池及青衣西南游泳池外，明日亦將
重開，開放時間由每早6時30分至晚上10

時，當中分三節時段開放，兩節時段間會有
休池時間，入場人數暫調低至平時的一半。
市民即日起可使用康體通在網上預訂場地，

重開場地的康體通訂場櫃枱及自助服務站則於
重開當日恢復服務，而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的康體通預訂櫃枱早前亦已恢復服務。
徐英偉昨日在康文署署長劉明光陪同下，

了解場館重開的準備工作及防疫措施，包括
安排進場人士接受體溫監察、控制人流及在
場地擺放消毒地毯、提供酒精搓手液和加強
清潔。他感謝康文署員工為設施重開作出的
努力準備，並呼籲市民遵守防疫措施。

場館準備重開 局長籲遵守防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推出的第
三輪防疫抗疫基金涉240億元，45億元支援23
個行業，較前兩輪金額大幅縮水，大部分行業
資助額減半，特別是食肆最多少近九成，而持
牌旅行社可獲津貼總額達8,000萬元，較上一
輪的6,100萬元多出近2,000萬元，每間持牌旅
社可獲金額直接與其職員數目掛鈎。有小型旅
行社指出，多員工的大型旅行社可獲得更多資
助，批評做法不公平。對於旅遊業今輪可獲更
多資助，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回應指
旅遊業困境較大，社會有共識要幫多些。
第三輪的基金除向每間旅行社發放一筆過現

金津貼，金額劃一與員工數目掛鈎，以每名旅
行代理商職員5,000元津貼作計算基準，另兩
萬名旅行代理商職員及持證導遊或領隊，每人
獲一次過發放1.5萬元津貼，旅遊服務巴士司
機亦可獲一次過發放6,700元，料約3,400名司
機受惠。
約有150名員工的縱橫遊，上次申領資助最
多只獲20萬元，今輪以人頭計算則預計可獲75
萬元。不過，一間專辦行山、滑雪團的小型旅
行社，老闆連員工只有4人，旅行社負責人梁

先生接受電視訪問時表示新一輪資助估計同樣
只有兩萬元，認為並不公平，「每年有三四個
月旺季，我哋都要請兼職幫手，但又唔計入職
員數量，呢個已係一個問題。」

邱騰華：旅遊業困境較大
邱騰華昨回應資助以人頭計算是否向大型旅

行社傾斜時，指出旅遊業困境較大，社會有共
識要幫多些，現考慮旅行社開支成本負擔，包
括員工開支作衡量，這次除幫助旅行社外，為
旅遊業服務的司機等也獲資助，希望全面協助
業界。
不過，他亦指不能單靠資助，當局正進行恢

復香港與內地或外地往還的工作，本周先後與
日本、泰國、德國、瑞士、法國及歐盟駐港總
領事或代表通報香港疫情改善情況，以及社區
檢測計劃得出的宏觀數據，令他們知道本港防
疫工作進展。
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亦指出，只有盡快

恢復跨境人流，業界才有希望，冀政府放寬限
聚令及重新推動本地遊，指出業界會配合做好
防疫措施。

第三輪基金縮水
旅業袋資助增200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再有巿民
因違反檢疫令被判囚。一名69歲男子今
年3月獲發強制檢疫令，訂明必須在家中
接受強制檢疫14天，惟他被指控在檢疫
令尚未屆滿前，於無合理辯解及未取得獲
授權人員許可下，同月28日離開檢疫地
點，被控違反《外國地區到港人士強制檢
疫規例》第8（1）及8（5）條，昨日於
西九龍裁判法院被判處即時監禁6天。

根據《規例》，今3月19日起，除豁
免人士外，所有從中國內地以外地區抵
港人士須接受14天強制檢疫。另外，由
2月8日起，根據《若干到港人士強制
檢疫規例》（第599C章），所有在到
港當日之前14天期間曾在內地、澳門及
台灣逗留的人士，不分國籍和旅遊文
件，必須接受14天的強制檢疫，違反強
制檢疫令會構成刑事罪行，違例者最高

可被罰款2.5萬元及監禁6個月。
衞生署發言人指出，有關判刑可給予
社會非常清晰信息，違反檢疫令屬刑事
罪行，政府對違例人士絕不容忍，並嚴
正提醒公眾應遵守《規例》。
截至昨日，共有44人已因違反檢疫令
被法庭定罪，判監禁最多3個月或罰款
1.5萬元不等。發言人重申，衞生署必
會嚴肅跟進任何違反相關規例的人。

69歲男違強制檢疫令即囚6天

■徐英偉（左一）到訪黃泥涌體育館，視察康
文署準備重開場館的情況。

▲五邑鄒振猷學校一名10
歲女童染疫。該10歲女童
曾回校進行網課。

中新社

◀爆發感染群組的屯門都
城餐廳昨日再多兩宗確診
個案，分別是日前確診食
客的10歲女兒及太太，即
一家三口也染疫。

中新社

■西九龍普通科門診診所。資料圖片■東九龍普通科門診診所。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