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簡 旼

20202020年年99月月1818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0年9月18日（星期五）

2020年9月18日（星期五）

本港在連續兩天不明源頭個案

歸零後，昨日再出現3宗未知感

染源頭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包

括旺角創興廣場 7 樓食肆「盈

館」的一名52歲女員工，有關食肆須停業14天，約17名員工要接受檢

疫。餘下兩宗不明源頭個案，患者分別是24歲居天水圍的無業青年，及

57歲和樂邨鐘聲慈善社女文員。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指

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發現本港社區仍有不少隱形個案，部分染疫者仍

未找到，致使疫情不能斷尾，故「間中會見到無源頭個案出現，大家稍

微不注意就有機會反彈」。

源頭不明再現 食肆員工中招
旺角「盈館」停業14天 張竹君：仍有「隱者」間或反彈

張竹君昨日在疫情簡報會上公布，香港
昨日新增9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6

宗屬本地感染，當中3宗與之前個案有關
聯，包括一名大圍交通城群組患者的家
人，餘下3宗個案源頭不明，另有數宗初
步確診個案。至於3宗輸入個案，當中1人
來自伊朗，兩人則來自英國。
在源頭不明的本地感染個案中，包括一

名食肆「盈館」的 52 歲女員工（個案
4992）。她與家人同住在砵蘭街300號 ，
每日除上班外，亦會到旺角街市，但沒有
其他特別活動。她上周三（9日）日開始發
病，感到不適，但至本周一（14日）出現
發燒才求醫，結果經檢測確診染疫。
該名確診者任職的食肆須停業14天，而
17名員工亦均要接受檢疫。「盈館」所在
的創興廣場，管理處則封閉7樓食肆所在的
樓層，保安未許到場訪攝的記者靠近。

24歲無業男患者家住天水圍

另一宗案為一名24歲無業男青年（個
案4988），居於天水圍天慈邨慈屏樓，
平日多留在家中，但會在住所附近戴口
罩跑步。他上周六（12日）發病，但本
周一仍前往天水圍嘉湖銀座的薩莉亞餐
廳用餐，衞生防護中心會要求有關餐廳
大清洗，並會向餐廳員工派發樣本瓶。
張竹君表示，對於食肆出現確診個案，

若患者是員工，通常會「比較緊張」，要
求食肆停業14天並安排員工前往檢疫，若
確診的是食客並在傳染期（發病前兩天，
以及發病後所有日子）到過該處用餐，則
會要求員工留唾液樣本並進行大清洗。
她補充，衞生署對學校也有類似安排，若

確診學生曾在傳染期回校，學校便須停校14
天並向整個學校派發樣本瓶，如僅是潛伏期
曾上課，則未必要學校停課，可能也會派發
樣本瓶。

57歲女文員患者居於油塘邨

餘下一宗無源頭個案為57歲女文員（個
案4989），居於油塘邨美塘樓，在觀塘和
樂邨鐘聲慈善社工作，但非直接接觸市
民。患者9月9日發病，8月底曾到慈善社
旁的胡陳金枝長者鄰舍中心送別一名同
事，當時並無接觸長者，防護中心會在該
鄰舍中心派發樣本瓶，其5名同事被列密
切接觸者要檢疫。
張竹君直言，新冠肺炎疫情現在還未能

「清晒、斷尾」，而政府透過普及社區檢測
計劃發現社區仍有不少隱形個案，部分個案
未找到，「間中會見到無源頭個案出現，大
家稍微不注意，就有機會反彈。」她並呼籲
有病徵者要盡快看醫生，其他市民則要保持
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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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香港新冠
肺炎疫情緩和，普遍市民期望政府盡快
推出健康碼。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
義昨日表示，第三波疫情前健康碼的相
關硬件準備或軟件研發籌備已到成熟階
段，但何時可開通則仍未有定案，又強
調需時再觀察，待兩地相關部門認為風
險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才能進行商討。

「處所重開唔等於零風險」
徐德義昨在疫情簡報會上回顧本月疫

情時指出，今年9月3日至9月9日的一周
內共錄得71宗確診個案，32%即23宗屬
源頭不明的本地個案；9月10日至16日
一周內則錄得83宗個案，不明源頭個案
佔18%即15宗。政府在考慮疫情防控、
經濟需要及社會接受程度後進一步放寬
限制，酒吧、浴室、卡拉OK場所等處所
今日可重開，但強調「大家要明白處所
可以重開唔等於零風險，現階段市民亦
唔應該假設社區內完全無感染機會」。
至於能否在中秋節前開通健康碼，徐

德義表示，健康碼的技術研發已處於成
熟階段，「IT技術係（整個健康碼計劃

中）最簡單嘅」，但指市民不要期望具體
在哪天能實行，因為健康碼互認，需要兩
個地區在控制疫情的表現相若，因此要等
待兩地政府都認可的時機才能落實。
另外，他表示，醫管局普通科門診診

所陸續增派唾液樣本包，派發地點增加
至31間，之後將再增至40間，名額到本
月底時會增加到每日4,000個。

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暫轉備用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庾慧玲則在簡報會

上表示，亞博館的社區治療設施自上月1
日啟用以來，有近700名新冠患者入住接
受治療，但至今只餘下3名患者在設施內
留醫。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即日起暫轉
為備用狀態，但局方仍會在硬件和人手
方面做足準備，倘出現新一波疫情，亞
博館可在數日內重新啟用。
她續說，社區治療設施大大紓緩公立

醫院隔離病床壓力，縮短確診者等候入
院時間，而亞博館一號和二號展館設有
約900張病床，連同公立醫院1,700張隔
離病床和位於亞博館旁臨時醫院床位，
若再爆發疫情，相信可接收大批病人。

作為內地核酸檢測支援
隊廣東組先遣隊的7名隊
員之一，龔文勝在香港
「打滿全場」、連續奮戰
了46天後，前日已離港返

回內地。儘管支持時間最久、肩上擔子
不輕，但每次任務來了，龔文勝總是二
話不說地衝在前線。同組的隊員曹婷
說，每次遇到高強度的體力勞動，龔文
勝總是搶在年輕人前頭「攬活」。「大
家一度都以為龔文勝很年輕。」直至後
來，隊員曹婷才吃驚地發現龔文勝年齡
的秘密，他其實已經50歲了。

「現場組」隨時待命
在港期間，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總有一
個「現場組」在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臨時
實驗室內隨時待命。「現場組」是一支特
別的隊伍，主要負責實驗室現場的整理，
確保環境整潔、通道順暢；根據各氣膜倉
需求傳送物料、及時轉運垃圾，進行滅菌
處理等等。曹婷說：「實驗室標本量大的
時候，產生的垃圾也就更多，每個班次幾
乎都是在走動巡場。」
讓曹婷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龔文

勝忙碌了一天，物料和垃圾已經轉運

完。「那次他（龔文勝）是真的累了，
坐在那打盹。偶然被對講機的現場調度
的聲音驚醒，然後馬上左右張望，開口
第一句就是：『還有哪裏需要幫忙
的！』」在半百年齡的龔文勝激勵下，
組裏每個人都是搶着幹活的。
「這次能完成這光榮的任務，真是多得
小夥伴們的『超級爆發』。」龔文勝謙虛
地說：「這次參與支持香港，我是自願報
名的。」龔文勝是深圳市人民醫院醫學檢
驗副主任技師，對於一河之隔的香港並不
陌生，「一聽到可以支持香港，我就第一
時間報名了。」
抵達香港後，龔文勝風風火火地投入工

作，每天兩點一線地奔忙在實驗室和酒店
之間。在晚上休息的間隙，龔文勝會在手
機上和在家裏的太太報平安。為了香港疫
情盡快受控，讓更多港人家庭能盡快團
聚，像龔文勝一樣的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
員還有570多名，他們都忍受着別離，每
天默默堅守完成高強度的工作。
回顧在香港支援抗疫的日子，龔文勝自
言是「終身難忘」，並坦言「兩地同胞都
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內地每一個人都希
望香港可以盡快渡過難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五旬支援隊員衝前線 搶青年前頭「攬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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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學校復課前
夕，屯門五邑鄒振猷學校出現一名10歲學生確
診，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校長沈耀光昨表示，衞
生防護中心已交排約120名上星期曾回校、有可
能接觸患者的師生及教職員接受檢測。校方今日
會將已收集的樣本一併交予中心，希望在下周三
（23日）復課前取得結果，讓家長安心。

盼23日復課前收到結果
該名確診學生由於家庭照顧因素，上星期曾經
回校，在禮堂有隔板的座位上網課。沈耀光昨日
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根據衞生防護中心評估，
該學生回校時間並非傳染期內，風險較低，但為

謹慎起見，中心同意讓約120名曾回校的學生及
教職員安排檢測。校方今日會將收集得的全部樣
本遞交中心，並希望在23日前收到結果，「安
家長、老師的心，放心返學。」
因應是次事件，該校已取消小六級補課。沈耀

光表示，校方一度認為可讓全校學生一併在29
日第二階段恢復面授，但教育局引述衞生防護中
心的專業意見指，除上述已檢測者外，其餘學生
均未曾回校，加上學校有徹底清潔消毒校舍，決
定可如期23日讓小一小五小六復課。他續指，
暫未接到家長反映因擔憂學生健康有意留家上
堂，但學校會發出家長信，詢問家長如期回校面
授的意願。

鄒振猷校師生檢測樣本今交中心

■校方於 16日下午 5時發布通
告。 網上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特區政府進
一步放寬防疫措施，浴室、主題公園、派
對房、酒吧及夜店等多個處所今日重開。
已停業127天的炮台山蕰莎水療中心昨為重
開作最後準備，負責人黃紅櫻表示，自香
港今年1月初出現群組爆發後生意即大跌八
成，其後更被勒令停業，現不惜花費逾10
萬元清潔消毒，為重開作準備。重開後，
他們會要求客人填寫健康申報表，盼生意
可回復至以往六成。
浴室等處所重開後仍須嚴格執行感染控
制措施。黃紅櫻表示，其水療中心聘請專
業消毒團隊，為場地進行紫外線霧化消毒
程序，所有員工亦已完成病毒檢測，工作
時佩戴眼罩、口罩及手套。為客人提供按
摩服務的技師則戴頭套和穿全身保護衣，
每接待一名客人便更換一套，客人可要求
技師脫手套按摩，但技師須在顧客面前徹
底清潔雙手才提供服務。

入場前填健康申報表量體溫
同時，水療池會每日換水，每隔3個小時
消毒一次，淋浴間會「梅花間竹」地使用。
中心亦會放置口罩、消毒搓手液供客人使
用，客人入場前需要填寫健康申報表及測量

體溫。她表示為重開已花費逾10萬元，包括
聘請消毒團隊及為其他機械保養等。
黃紅櫻表示，1月初區內出現群組爆發

後，生意即大跌八成，其後更被勒令停
業，但每月要支付近百萬元租金和營運開
支，虧損超過數百萬元，即使有申請防疫
抗疫基金及「保就業」計劃亦是杯水車
薪。早前，按摩服務重開後生意恢復五
成，宣布重開浴池後已收到40個預約，預
期生意能再增加一成至兩成。
香港特區按摩業總會主席周鎮宇表示，浴

室重開後有人流限制，預約爆滿也只能容納
約四成人流。他強調疫情至今該行業未有確
診個案，相信沒有播疫風險，歡迎專家了解
桑拿浴室運作，制定防疫措施讓業界遵從，
政府不要「一刀切」勒令停業。

中央圖書館重開 逾百人排隊
昨日，康文署多項室內康體設施及圖書

館率先重開，吸引不少巿民使用。中央圖
書館昨日下午1時開館前一個小時已有逾
100名市民排隊。排頭位的麥女士居於馬鞍
山，昨日上午11時已到場等候，並表示以
往每周也到圖書館一次，認為館內不准飲
食，且大家佩戴口罩，感染風險很低。

各區泳池今重開
室內羽毛球場、乒乓球室等設施昨重開

後亦即有巿民訂場，但人數設限，每組不
得超過4人，同時暫停開放觀眾席。至於各
區游泳池則於今日重開，沙灘及戶外足球
場等仍繼續關閉。

■左起：黃紅櫻、紫外線霧化消毒團隊、周
鎮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消毒團隊進行紫外線霧化消毒程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旺角創興廣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旺角創興廣場7樓「盈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水療中心花10萬消毒重開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

整體新增宗數：9宗

■輸入個案：3宗

■不明源頭個案：3宗

■有關聯個案：3宗

初步確診：數宗

本地不明源頭個案

個案4988：24歲男，無業，居於
天水圍天慈邨慈屏樓，9月12日
發病；平日會到樓下戴口罩跑
步，9月14日曾到天水圍嘉湖銀
座薩莉亞餐廳用餐

個案4989：57歲女，居於油塘邨
美塘樓，在觀塘和樂邨鐘聲慈善
社任文員，9月9日發病

個案4992：52歲女，在旺角創興
廣場7樓盈館工作，與家人同住於
砵蘭街300號，平日會到旺角街
市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徐德義：商健康碼需待兩地認可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