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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八號風球「浪卡」影響，本

港社區病毒檢測服務前日暫停，

以致昨日無驗出新的確診個案，

而日前公布的35歲香港管弦樂

團男樂師艾爾高仍列為初步確診。他本月11日開始發燒，病發前兩晚在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參與樂團演出，90多位同台樂師須送往檢疫。衞生

防護中心昨日呼籲，曾觀看該場音樂會的觀眾接受病毒檢測。有專家表示，部分樂手

表演時沒有戴口罩，同場表演的樂手有較高感染風險，外國研究亦顯示吹奏喇叭、雙

簧管及低音長號的「播疫」風險較高，呼籲市民練習有關樂器時要留意現場通風情

況，若空氣不流通就要暫停吹奏。

吹喇叭易播疫 觀眾應做檢測
昨零確診因「浪卡」致停收樣本 樂師續列初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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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管弦樂團一名單簧管樂手初步確
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民政事務
局局長徐英偉曾於上星期五（9
日）觀看該名樂手參與的演出。特
首辦指出，行政長官對新冠肺炎病
毒檢測呈陰性反應，並會遵從衞生

防護中心的健康建議；當日出席音
樂會的特首辦隨行人員，亦會接受
檢測。
徐英偉當晚曾到後台探班約5分

鐘，由於除口罩時間未逾15分鐘，不
列為密切接觸者，毋須接受隔離檢
疫。昨日徐英偉如常上班，已接受病

毒檢測，最快今日有結果。
民政事務局回覆傳媒查詢表示，若

有需要局長會再進行檢測，並會遵從
衞生防護中心建議，在等候結果期間
將不會出席公開活動或與家人以外的
人士聚餐，至於當晚曾出席的民政事
務局及康文署人員亦會進行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 本港在灣
仔、葵青、九龍城和油尖旺設
立的四個臨時檢測中心，原本
運作至昨日，但由於前日八號
風球而暫停運作，當局因此決
定四個檢疫中心延長運作至周

五，由早上8時運作至晚上8
時，為市民取樣以進行病毒檢
測。有市民贊同延長服務時
間，認為前日打風而不敢出
街，延長開放日子好一些，大
家鬆動一些，不用逼在一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疫情持續，早前再
出現酒吧群組傳播鏈，加上部分酒吧違反防疫規
定，令人擔憂酒吧成為播疫溫床。香港持牌酒吧聯
會昨日表示，已推出「抗疫承諾約章」，暫有400
家持牌酒吧簽署約章，承諾做足防疫措施，包括增
設消毒噴霧機，並要求顧客填寫電子健康申報表。
聯會會長梁立仁呼籲其他酒吧參與，建立酒吧「無
毒」空間，希望政府不要再勒令酒吧停業，更希望
能進一步放寬酒吧營業時間至凌晨2時，表示有助
業界生意回升至四五成，解決從業員就業不足問
題。
梁立仁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抗疫承諾約
章」除要求酒吧嚴格遵守社交距離、體溫限制外，
更已設立「二維碼」，讓入場人士掃描填寫電子健
康申報表，協助當局在有需要時追蹤病毒源頭，而
酒吧內完成病毒檢測的員工會有標籤以資識別。
他又表示，業界獲生物科技機構贊助1,000部消
毒噴霧機，已簽署約章的酒吧將免費獲贈，用作消
毒食具及餐桌，確保衞生。

將在旺區設「模範酒吧」
全港約有1,400間持牌酒吧，暫只有400家簽署

約章，梁立仁表示約章只推出兩三個星期，理解有
酒吧仍需要時間了解當中內容，而已簽署約章的酒
吧將在店內貼上海報、門外放置易拉架等宣傳，向
客人提醒防疫意識，聯會並將在尖沙咀、太子設立
「模範酒吧」，希望其他酒吧效仿，亦希望能讓市

民看到業界的努力，選擇光顧高標準的酒吧。
香港調酒師工會主席侯翠珊表示，根據5月時的

調查，已有三成酒吧從業員失業，餘下七成從業
員，當中亦有七成面對一個月要放超過4天無薪假
的情況，就業不足情況嚴重，且有上升趨勢，對比
去年同期上升八倍，部分從業員已轉行任職倉務、
餐飲業，坦言業界面對人才流失情況，若政府不持
續資助業界開支，預料業界將再面臨一波倒閉潮。

梁立仁說，業界一直嚴守防疫措施，僅有部分
漏網之魚，希望政府在日後出現酒吧確診不要「一
刀切」關閉酒吧，「邊間有事停邊間」，只把肇事
酒吧停業 14天及作全面消毒，不要全行「埋
單」，更希望政府能夠放寬酒吧營業時間至凌晨2
時，每枱人數上調至4人，指出有助業界生意回升
至以往四五成，並可讓近七成員工恢復工作，「我
哋唔奢求多生意，只求生存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今
年7月爆發新一波新冠病毒疫情，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須於7月15日起再次關閉
轄下康樂及文化場地和設施，其間所有
康文署舉辦或資助的活動亦須取消。
康文署昨日宣布，為紓緩疫情對這

些活動所僱用的工作人員包括教練及導
師等影響，故會向他們提供特惠金援
助。
康文署發言人表示，獲特惠金的包

括該署直接僱用的康體活動工作人員、
在「體育資助計劃」下體育總會或體育
團體舉辦資助活動時僱用的體育教練及
人員，或經由康文署直接採購系統向體
育總會或體育團體購買服務時，由這些
團體所提供的體育教練。

由於原定7月15日至9月30日期間
開始或舉行的活動須取消，故康文署再
次提供特惠金援助，金額為他們被取消
活動原本應得酬金的三分之二。
發言人指出，受惠於援助計劃的教

練及工作人員毋須自行申請，康文署會
直接或透過相關體育總會和體育團體，
安排發放特惠金，預計可於11月開始
分批發放。
同時，康文署亦會為因閉館、學校

停課或疫情而取消但未能改期的香港公
共圖書館及音樂事務處節目，如講座、
工作坊、音樂訓練課程等作同樣安排，
向各相關導師或講者提供特惠金。因文
化場地關閉受影響的兼職帶位員和兼職
票務助理，亦會獲特惠金發放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因應疫情影響，上月中宣布
推出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其中一項措施是第三季和第四季向每
個應課差餉的非住宅物業提供進一步差餉寬減，而香港房屋委員
會轄下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昨日亦通過，將第三季及第四季的進
一步差餉寬減，轉惠予房委會轄下非住宅樓宇租戶或暫准證持有
人，以該季每個應課差餉物業5,000元為上限。
房委會發言人表示，這項安排適用於房委會轄下的零售商舖、福
利用途單位、整體承租街市及工廠大廈，共涉及約13,300份租約或
暫准證，但不包括停車場。另外，房委會轄下的12個整體承租街市
承租商，亦會把差餉寬減額全數轉惠予持有其暫准證的檔戶。
發言人表示，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最新資料，以及按每個應
課差餉非住宅物業每季5,000元的上限計算，房委會轄下非住宅
樓宇（停車場除外）本年度第三和第四季的進一步差餉寬減總
額，預計約為3,890萬元，將按照「無所損益」的原則轉惠予租
戶或暫准證持有人。

酒吧業推抗疫約章冀「鬆綁」

康文署發特惠金 毋須自行申請房委會寬減非住宅樓宇租戶差餉

四臨檢中心延長運作至周五

曾觀染疫樂手演出 徐英偉已做檢測

前日（13日）八號風球懸掛，衞生防護中心轄
下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的樣本收發服務須暫

停，而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亦只提供有限度服務，
以致中心未驗出新增的陽性樣本。
據悉，昨日有十多宗初步確診個案待覆核，包括
前日公布的35歲香港管弦樂團（港樂）低音單簧管
男樂手艾爾高（Lorenzo Antonio Iosco）。衞生防
護中心昨日公布他的患病經過，他於本月11日開始
發燒，翌日分別到北大嶼山醫院及仁安醫院求診，
證實初步確診。他居於東涌藍天海岸1期2座，其同
住家人暫時未有病徵，已送往檢疫。

50後台人員無接觸病人
病人發病前兩日（9日及10日），連續兩晚在香港
文化中心音樂廳參與樂團演出，表演期間沒有佩戴口
罩，其同台演出的90多位樂師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被安排進行檢疫。約50多名後台工作人員在演出期
間與病人沒有接觸，並有戴口罩，中心會安排他們做
病毒檢測；同時會向香港文化中心職員、港樂的其他
職員以及病人住所的其他住戶派發樣本瓶。
據防護中心評估，由於香港文化中心已實施社交
距離措施，觀眾須戴上口罩，故觀眾不屬於密切接
觸者。然而為審慎起見，中心呼籲曾出席表演的觀
眾須留意自己身體狀況，如有不適應盡快求醫，其
他觀眾亦應接受病毒測試。香港文化中心會全面清
潔及消毒場地，並暫停開放音樂廳14天。

港樂的首席單簧管樂手史安祖（Andrew Simon）
是被檢疫人員之一，他在facebook上載圖片顯示，
前日有穿着全副保護裝備的衞生署人員接走他，並
由專車接載到竹篙灣檢疫中心。史安祖表示，在車
上看到初步確診樂手艾爾高的母親、學生及朋友，
「一切都發生得很快。星期一（12日）他（艾爾
高）的情況很糟，但他似乎好轉中。」

部分樂手無戴罩易受感染
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

部分樂手沒有戴口罩，在患者周邊的其他樂手有較
高受感染風險，但舞台與觀眾距離較遠，相信對觀
眾的影響很微。他指出，現時社區仍有隱形傳播
鏈，建議未來樂手在表演前或要先接受檢測，甚至
要定期重複接受檢測，確定無感染才可表演。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認為，演奏廳
的樓頂較高，室內每小時換氣情況良好，只要觀眾
有隔位坐和佩戴口罩，相信傳播風險不大。至於同
場的其他表演者，因後台的空間較擠迫，空氣不太
流通，亦可能一同食飯及更衣，衞生防護中心為同
團所有成員及工作人員檢疫是妥當做法。
他又指，美國曾為10種不同演奏樂器的傳播風險

作分析，結果顯示艾爾高演奏的低音單簧管，傳播
風險屬中間級別；喇叭、雙簧管及低音長號則屬高
風險的樂器，建議如果要練習，最好轉移到戶外地
方，若地點不容許，可以暫停練習。

■葵青石籬社區會堂的臨時檢測中心仍全天開放運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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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民到場後始知文化中心暫有市民到場後始知文化中心暫
停開放停開放。。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化中心將暫停開放音樂廳香港文化中心將暫停開放音樂廳1414
日全面清潔消毒日全面清潔消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文化中心已有工作文化中心已有工作
人員進行清潔人員進行清潔。。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艾爾高病發前兩晚在香港文化中艾爾高病發前兩晚在香港文化中
心音樂廳演出心音樂廳演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芙釵）香港爆發疫
情初期，醫管局「黑
醫護」罔顧病人安危
罷工5天，以要挾特區
政府「封關」，醫管
局最近向罷工醫護發
電郵要求解釋缺勤原
因，但瑪嘉烈醫院放
射部門主管拒絕向局
方提交當日罷工人員
的名單，局方遂將部
門全體醫護也當作罷
工人員處理。香港醫
療人員總工會副主席
馮權國表示，部門主
管向醫管局遞交相關
文 件 是 職 責 所 需 ，
「拒交」的舉動是擅
離職守，連累其他無
罷 工 醫 護 也 收 到 電
郵 ， 做 法 極 不 負 責
任。
醫管局發電郵要求

罷工人員「澄清」缺
勤原因，但瑪嘉烈醫
院放射部門主管拒絕

提 交 罷 工 人 員 的 名
單，局方遂向該部門
全體醫護發電郵要求解
釋罷工原因，據悉部門
內 20名沒參與罷工的
副顧問醫生及駐院醫生
也慘遭殃及，有醫生擔
心被懷疑罷工會影響未
來晉升機會。
馮權國表示，醫管局

有一定守則需要職員遵
守，部門主管提交員工
缺勤文件是職責所在，
拒絕提交任何名單、解
釋 文 件 是 「 擅 離 職
守」。
他續說，局方要求員
工解釋缺勤原因也是合
理，並非所謂的「施
壓」，而且醫管局只是
需要名單，並沒有提出
任何處罰，認為主管
「唔出聲」不負責任。
他又指，若醫護人員
認為罷工是「正確」，
應光明正大向醫管局解
釋，不應

馮
權
國
：
「
拒
交
」罷
工
名
單
不
負
責
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