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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連續 7天出現不明源頭個

案，昨日新增的3宗感染源頭不明

個案，包括一名43歲尖沙咀帝苑

酒店Le Soleil越南餐廳男侍應，他

發病後在傳染期曾經上班，6名同

事須檢疫，衞生防護中心會向酒店

職員及住客派發樣本瓶檢測；另兩

名確診者則曾到多處地點，當中一

名33歲男子曾與16名親友聚會，

並到戲院觀看電影和到食肆用膳，

另一名22歲男學生更曾光顧5間食

肆。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

竹君直言連日出現源頭不明個案

「不是好兆頭」，呼籲市民遵守社

交距離。

無源頭確診者 工照返戲照睇
3個案曾通街走 張竹君提醒「不是好兆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社會福利
署昨日宣布推出第二輪「幼兒中心特別津
貼」，以支援幼兒中心因應新冠病毒疫情
而長時間暫停服務所引致的財政困難。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上周一（9月28日）

通過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撥款後，社署隨
即在9月30日發信邀請全港555所資助及非
資助幼兒中心，包括附設於幼稚園的0歲至
3歲幼兒班，申請為期四個月的特別津貼。
曾於本年初獲發第一輪特別津貼的幼兒

中心，所得金額為第一輪發放的津貼金額
的一半；之前未有申請第一輪津貼的幼兒
中心，或於今年1月15日後才開始營運的
幼兒中心，則可按今年10月5日的幼兒服
務人數作出申請，津貼金額按全日制每人
每月2,000元及半日制每人每月1,000元
計，若月費低於2,000元或1,000元，則
以較低額為準。
截止申請日期為本月9日，申請經確認

後，社署將於本月內一併發放9月和10月
的特別津貼，其後兩個月的津貼將按月發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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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接連出
現多宗源頭不明的確診個案，政府宣布周四屆
滿的限聚令及口罩令等防疫措施延長一周至下
周四（15日），但公眾溜冰場本周五（9日）
起允許進行多於4人的隊際運動。食物及衞生
局局長陳肇始昨日表示擔憂第四波疫情提早爆
發，將觀察長假期後疫情走勢再調整防疫措
施，並高度關注涉及酒吧的個案，將加強巡
查，表明不排除會隨時收緊防疫措施。

暫不宜放寬防疫措施
陳肇始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社區仍出現

隱形傳播鏈，本地確診個案近日有反彈之
勢，源頭不明個案七天平均數在上周初跌至
低位後持續上升，疫情不容樂觀，而最新病
毒株傳播力更強，疫情或在極短時間內急劇
惡化，第四波疫情或提早出現，提醒市民絕
不能鬆懈。
她強調現階段未適宜放寬防疫措施，「至
少未來一星期必須大致上維持現行各項社交
距離措施，等我哋觀察過去一段時間放寬咗
嘅措施、剛剛周末嘅長假期等因素，對疫情
整體發展有無影響，再決定係咪有空間進一
步放寬。」
跳舞活動、蒸汽浴、桑拿設施及波波池等

風險較高活動和設施繼續禁止進行和開放至
下周四，只有公眾溜冰場獲准周五起進行多
於4人的隊際運動。陳肇始解釋是要讓市民
有更多機會運動，保障身心健康，以強健體
魄應對疫情。
陳肇始特別提及近日再有酒吧感染群組，

指高度關注有關情況，會加強巡查，強調任
何防疫措施策略都是張弛有度，不排除隨時
收緊規定，盡快處理及堵塞風險。她又透
露，食環署上月30日至本月5日已巡查不同
的餐飲處所9,300次，向47個處所負責人展開
檢控程序，主要涉及餐桌距離不符規定等。

研內地港人持健康碼免檢回港
另外，特首林鄭月娥昨在行政會議前表

示，政府在嚴控疫情的同時，會繼續與內地
及澳門政府緊密溝通，希望早日讓持有核酸
檢測呈陰性的人士可互相豁免14天檢疫要
求，而政府現正研究讓身處內地的香港居民
率先免檢疫回港，方便探親及覆診。
陳肇始指內地一段時間沒有本地確診個

案，適合讓身處內地港人持健康碼回港豁免
檢疫，相關討論已進入最後階段，包括制訂
陸路管制措施等。至於推出「香港健康碼」
及「旅遊氣泡」，先決條件是疫情穩定。

陳肇始憂第四波疫情提早爆發
社區恐再擴散 若撤限難控疫

新冠疫情有反彈趨
勢，專家均認同目前
並非放寬防疫措施的
時機，其中政府專家
顧問、中大呼吸系統

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為，部分源頭不
明個案難追查密切接觸者，擔心病毒
再次在社區擴散，認為政府需再觀察
疫情走勢才決定是否放寬措施；感染
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祈殷亦指出，近
日接連出現源頭不明個案，政府不宜
放寬限聚令等措施，否則可能一發不
可收拾。
許樹昌表示，上周國慶及中秋4天

長假，有不少市民外出消費和玩樂，
政府因此需要再觀察一個潛伏期，即
一兩周的疫情走勢，再決定有否空間
放寬各種限聚措施，倘確診數字大幅
增加，如本地個案維持在雙位數字，
且源頭不明的比例高，便不適合放寬
措施。

他又表示，由於出現多宗本地不明
源頭的確診個案，相信本港與內地及
澳門的「健康碼」暫時仍未能互通，
但由於內地疫情穩定，在內地居住港
人通過核酸檢測結果後，回港免檢疫
的安排可以推行，惟他們返回內地時
則需要檢疫14天。
曾祈殷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則表

示，本港早前曾有數天本地零確診，
但現時再出現零星源頭不明個案，情
況並不尋常，無論是否第三波疫情死
灰復燃，還是第四波開始爆發，都開
始要擔心疫情惡化，否則就可能會出
現各種各樣的感染群組。
他亦認為現時不宜再放寬限聚令等

防疫措施，因為隱形患者一直在社區
存在，只是未被發現，各區都有「火
種」，一旦再放寬限聚令，可能會成
為「催化劑」或「易燃品」，令疫情
更趨惡劣，甚至出現一發不可收拾的
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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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篙灣二期營舍 首創5G監控建造

不明源頭：
‧個案5126：33歲無業男子，居於北角富嘉閣，10月1日到黃埔親戚家出
席家庭聚會，10月2日到太古城中心百老匯戲院睇戲並到炮台山傷心酸
辣粉用餐，10月3日發病

‧個案5132：43歲男子，居於灣仔謝斐道快添大廈，在尖沙咀帝苑酒店
Le Soleil越南餐廳做樓面，10月2日發病，翌日曾短暫上班

‧個案5133：22歲男學生，居於屯門龍門居15座，10月1日發病，傳染
期及發病後曾到元朗及屯門5間食肆用膳，並經常到仁愛堂鄭耀源紀念
健體中心健身

昨
日
疫
情

新增個案：8宗

輸入個案：3宗

有關聯個案：2宗

不明源頭個案：3宗

初步確診：約10宗

輸入個案：
‧個案5127：38歲女，外傭，10月4日
乘HX782航班由菲律賓抵港

‧個案5128：30歲男，海員，10月4日
乘TK070航班由德國經土耳其抵港

‧個案5129：43歲男，10月4日由俄羅
斯經德國抵港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政府為
下一波疫情作準備，竹篙灣第二期檢
疫營舍上月中已落成，負責項目的金
門建築機電部總經理劉國昌表示，有
關707個檢疫單位以組裝合成技術興
建，並首創以5G智能控制中心遙距監
控廠房建造進度，而第二期檢疫中心
僅用87天便竣工。
劉國昌昨日在發布會表示，竹篙灣
第二期臨時檢疫中心造價4.18億元，
包括707個檢疫單位、醫療站及指揮中
心、衛星醫療站、護理人員住宿設
施，當中95%工序採用「組裝合成」
（MiC）技術建造，即在內地廠房興建
單位，預先安裝機械、電器及喉管組
件，出廠前已配備「供織造和裝配的
設計」（DfMA）的管道模組，即喉管
等外置裝置，再由跨境司機送到工地

組裝焊接。整個工程6月中旬開始，9
月16日完成，僅用87天，較原定90天
時限提前3天竣工。
他又表示，工地是首個設立5G智能

控制中心，包括使用人工智能監控工
廠生產、交付、組裝和安全區域，節
省人手，且能實時進行各樣面談和檢
測，確保單位質素保證。工地內設有
多個檢測攝像頭，包括安全帽檢測，
通過人工智能識別工地員工有否佩戴
安全帽；危險區域進入檢測，監視有
否員工誤闖存在危險區域一帶；另有
煙火檢測，監測火種有否員工抽煙；
口罩檢測則監測員工在工地有否佩戴
口罩，倘發現有員工違反工作守則，
會即時廣播提醒。
他續說，由於檢疫單位都在內地廠

房完成，智能控制中心能透過金門數

碼平台「STAMP」的數據，遙距與內
地廠房同事網上實時面談並進行質量
檢查，確保單位質量，且所有工程資
料都會上傳至中央數據智能庫，方便
管理團隊跟進工程進度和狀況，加速
工程進行。

■劉國昌（左）表示，首創以5G智能
監控廠房建造進度。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竹君昨在疫情簡報會上指出，昨日新
增8宗確診個案，3宗屬源頭不明個

案，兩宗與早前個案相關，其餘3宗為輸入
個案，另有約10宗初步確診。
該名感染源頭不明的43歲男侍應（個案
5132）居於灣仔謝斐道快添大廈，他於尖沙
咀帝苑酒店3樓Le Soleil越南餐廳任職樓
面，上周五（2日）開始感不適，發病後翌
日（3日）仍短暫上班，同日向私家醫生求
診，結果證實染疫。

籲曾光顧食客若不適速就醫
張竹君指該餐廳有提供休息室，部分員工
與確診者在休息室有接觸，並一同用餐，有
6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須檢疫，餐廳則停業
14日進行大清洗。中心會向其他餐廳員工
及帝苑酒店所有住客和員工派發樣本瓶進行
病毒檢測，並呼籲9月30日至10月3日曾到
該餐廳的顧客，倘有不適盡快就醫，另可到
門診取樣本瓶。
帝苑酒店回覆傳媒表示，確診餐廳員工上
周六上班進入酒店時通過體溫檢測，他有佩
戴口罩，但上班時不適故往求診，而餐廳周
日（4日）起已暫停營業 14 天並進行深層
消毒，員工亦自我隔離及安排檢測，酒店會
進一步加強消毒清潔。

出席家庭聚會 16人全送檢
另一不明感染源頭的33歲無業男（個案
5126）則居於北角富嘉閣，本月3日不適到
急症室求醫，其發病前兩日即上周四（1
日）曾到黃埔的親戚家中出席家庭聚會，同
場16人全部要送往檢疫中心，而他上周五
亦曾到太古城中心百老匯戲院看電影，有戴
口罩及未有進食，其後到炮台山食肆「傷心
酸辣粉」用餐。

未為意發燒 多間餐廳用膳
餘下一宗無源頭個案為22歲男學生（個
案5133），他居於屯門龍門居第15座，近
期主要上網課，上周四輕微發燒。張竹君指
患者較年輕，可能很快恢復，未有留意病
徵，仍先後光顧多間食肆，除傳染期內到屯
門「高富餐廳」外，發病當天與友人光顧元
朗的「滔滔甜品」，上周六（3日）光顧屯
門新墟「譚仔三哥米線」，本周日（4日）
光顧龍門居的「雲貴軒」及井財街「金銘餐
廳」。
此外，患者亦定期到屯門仁愛堂鄭耀源紀
念健體中心健身，張竹君表示他有5名朋友
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須送往檢疫，中心並會向
上述食肆派發樣本瓶。
對於過去一周累計出現10宗不明源頭個
案，張竹君指近日不少確診者也有很多活
動，個別有中秋節聚會，直言出現多宗不明
源頭個案「唔係一個好的兆頭」，希望情況
不要繼續出現，但仍需繼續觀察一段時間才
能判斷疫情有否上升趨勢，呼籲市民保持社
交距離。
至於另兩宗相關個案，包括早前公布初步
確診的35歲泰籍女子，昨日證實確診（個
案 5130），她曾與早前確診的泰籍女子
（個案5111）一起逛街，並與另一泰籍確
診者（個案5123）同在尖沙咀豪麗大廈居
住；另一宗是輸入個案的密切接觸者，在檢
疫中心送院。
其餘3宗輸入個案，分別為來自菲律賓的
38歲外傭、經土耳其來港的30歲德國海員
及一名從俄羅斯來港的43歲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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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富嘉閣

■炮台山食肆「傷心酸辣粉」

屯門「高富餐廳」
屯門新墟「譚仔三哥米線」
龍門居「雲貴軒」
井財街「金銘餐廳」
屯門仁愛堂鄭耀源紀念健體中心

■灣仔謝斐道快添大廈

元朗「滔滔甜品」

太古城中心
百老匯戲院

■屯門龍門居

■尖沙咀帝苑酒店3樓Le Soleil越南餐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