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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傳播力增 第四波恐早到
2020年10月19日（星期一）

陳肇始：研確診較多地區設臨檢中心 速斷社區傳播鏈


(
昨日疫情

本港昨日新增 4 宗新冠病毒個案，當
中兩宗為本地有關聯病例，已連續兩天

新增確診個案

沒有不明源頭感染個案。不過，食物及

新增確診宗數：4 宗

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指出，過去兩周
共錄得 116 宗確診個案，當中逾半為本

‧輸入個案：2 宗（分別從荷蘭及印度抵港）

地或與本地個案有關聯，強調社區仍存

‧有關聯本地個案：2 宗

在隱形傳播鏈，加上最新的病毒株具更

新增個案資料

強傳播力，警告疫情可能在極短時間內

帝苑酒店群組
‧個案 5240：60 歲男，酒店員工，10 月
17日發病，由檢疫中心送院

急劇惡化，有機會令本地第四波疫情提
早出現。她表示，本港檢測能力已大大

‧個案 5241：49 歲女，院舍員工，10 月
17日發病，由檢疫中心送院

提高，會積極研究在確診個案較多的地
區設立臨時檢測中心，及早切斷社區傳
播鏈。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位於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的油尖旺臨時檢測中心，昨日最後一天運作。

facebook 及網誌中
陳肇始昨日分別在社交網站
檢討最新疫情，指出 10 月 2 日至 10 月 15 日

梁子超：做好追蹤 撲滅
「火頭」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本港應以「清零」為目標，若疫情轉趨
嚴重，需要再度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將會對經濟
和民生造成嚴重打擊，故認同政府加強檢測的做
法，而他強調在疫情爆發早期及時介入，做好追
蹤工作，撲滅「火頭」更為重要。

逾百人油尖旺臨檢中心「趕尾班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政府早前
因應新冠病毒疫情在全港四區設立臨時檢
測中心，為巿民提供免費病毒檢測服務，
其中三間臨檢中心上周五已停止運作，餘
下位於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的油尖旺臨
時檢測中心，昨日最後一天運作，下午時
段有逾百名市民「趕尾班車」排隊輪候，
有市民表示參與檢測只為求個安心。
政府發言人表示，該中心昨日為 1,267
人採樣進行檢測，連同三所早前已停止
■何先生
■張小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運作的臨檢中心計算，四所臨時檢測中
心累計合共為 16,802 人採樣，而截至昨
晚 10 時，臨時社區檢測安排下累計已完
成 15,535 個樣本的檢測。食衞局局長陳
肇始昨早表示，臨檢中心收集的樣本，
暫未發現有陽性個案。
昨午到場採樣檢測的何先生表示，他
已是第三次參與病毒檢測，因自己是小
■麥小姐
■鄧小姐
■陳先生
香港文匯報 香港文匯報
香港文匯報 巴司機，每天接觸過百人，而近日有不
記者 攝
記者 攝
記者 攝 少輸入確診個案，他擔心社區內有隱形

料初期來港人數不會太多

市民：檢測求個安心
張小姐則是第二次參與檢測，她表示
因朋友居住的大廈出現確診患者，而她
早前有和友人相約外出用膳，因此前來
檢測，為自己求個安心。
另一巿民麥小姐則是首次檢查，表示
以往以為做足防疫措施便不會染疫，但
最近辦公室旁有公司員工完成 14 天隔
離，而大家會在同一樓層出入，包括乘
搭電梯及往洗手間等，故有點擔心。她
又表示，由於恢復到辦公室上班，中午
要外出用膳，但會避免到人多聚集地
方，晚餐仍堅持回家下廚解決。
鄧小姐則認為進行檢測百利而無一

帝苑「國寶之家」再有員工染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本港昨日新增
的 4 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兩宗為輸入個案，
另兩宗為本地有關聯個案，確診者分別是帝苑
酒店員工以及葵涌殘疾院舍「國寶之家」的員
工，令兩群組累計已各有8人和19人染疫。
衞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該兩宗本地有關聯
個案分屬兩個群組，其中60歲確診男子（個案
5240）為尖沙咀帝苑酒店的職員，據悉他曾使
用地庫 3 樓男員工休息室，而他早前已入住檢
疫中心隔離檢疫，至上周六（17日）發病。
帝苑酒店群組目前已有 8 人染疫，當中 5 人
為酒店男員工，另 3 人為員工的家人。該酒店
昨日在社交網站 facebook 專頁表示，
接獲衞生防護中心的通知，一名於本
月 9 日送往檢疫的同事早前感到不
適，進行第三次檢測後確診，現已送
往威爾斯醫院留醫。
至於另一名 49 歲確診女子（個案
5241），則為殘疾院舍「國寶之家」
的員工，她同樣在上周六發病，當時
已入住檢疫中心，而連同她在內，該
群組累計有19人染疫。

11 歲女童（個案 5242）本月 6 日搭乘 UK6371
航班由印度抵港，並入住尖沙咀最佳盛品酒店
接受檢疫，結果第二個樣本進行檢測後呈陽
性，而她本身並無病徵。另一輸入個案為一名
34歲的男性船員（個案5239），他上周五（16
日）搭乘 KL887 航班從荷蘭抵港，他亦沒有病
徵。
醫院管理局則表示，本港再有10名確診病人
出院，令康復出院的病人增至 4,973 人，而目
前仍有 132 名確診病人分別在 18 間公立醫院留
醫，當中有 12 人情況危殆，另外 4 人情況嚴
重，其餘116人則情況穩定。

多宗輸入個案來自印度
另外，近日多宗輸入個案均是印度
抵港旅客，而昨日新增的兩宗輸入個 ■一名由印度來港，入住尖沙咀最佳盛品酒店的11歲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案，包括一名來自印度的女孩，該名 孩確診。圖為最佳盛品酒店。

港星「旅遊氣泡」研推優惠吸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香港特區
政府與新加坡就雙邊「航空旅遊氣泡」達
成原則性協議，旅發局總幹事程鼎一預料
「旅遊氣泡」落實後訪港人數不會突然增
加，但相信隨着措施安排理想，訪客將逐
漸增多，而旅發局通過社交媒體，推動
「100 個掛念香港的理由」宣傳，並正研究
提供機票、酒店等優惠，吸引旅客來港。

患者，認為參與檢測能夠保障自己和社
會大眾。他又指出，其妻子剛從內地回
港，接受完 14 天的隔離檢疫，而且她亦
需要外出買餸，因此檢測能夠買個安
心，又能夠避免成為傳播者。

程鼎一昨日在電視節目上表示，難評估
落實「旅遊氣泡」後有多少旅客訪港，但
認為計劃若順利執行，可鼓勵更多旅客出
遊，「最初嚟香港人數唔會太大，主要係
商務或必要嘅人，但如果雙方嘅措施安排
做得好，不單單係政府、航空公司、機
場，甚至接待都做得好，等大家嘅居民都
有信心，慢慢數字會增加。」
他指出，去年新加坡訪港人數雖不足45萬
人次，但現仍未有地方曾真正成功執行「旅

遊氣泡」，他以澳洲和新西蘭為例，兩國疫
情爆發不久開始商討建立「旅遊氣泡」，惟
疫情反覆，有關安排上周五才正式落實，但
只屬「單向旅遊氣泡」，因澳洲旅客不可入
境新西蘭，由新西蘭往澳洲的旅客才可免檢
疫，卻須在返國後自費在酒店隔離。
他又說，數日前接受新加坡的媒體訪
問，得悉新加坡人願來旅行或探望朋友。
他指出，本港從未封城，也沒有實行限制
市民外出等措施，認為對海外宣傳有幫
助，「香港完全冇封過城，對我哋海外做
宣傳好重要，香港有氛圍喺度，市民照常
出嚟活動，我哋形象好好。」

害，故前往檢測是為小朋友着想。她又
說，由於疫情關係，今年 2 月起曾禁足
近三個月，其後見疫情有緩和趨勢才重
新出門透透氣。陳先生則趁臨檢中心最
後一天開放特意到場完成檢測，直言檢
測呈陰性亦不代表日後不會染疫，但
「有個知字都好」，確定現時無恙也可
放心，若呈陽性則盡快隔離，不想成為
播疫源頭。
另外，有指有巿民因沒有手提電話，
到臨檢中心卻無法接受檢測。政府則回
應，市民參與是次臨時檢測，毋須網上
預約登記，只要即場登記，樣本檢測有
結果後電腦系統會發放短訊通知，倘市
民未能提供手機號碼，工作人員會提供
協助令他們能接受檢測，而數人昨日未
能提供手機號碼，在工作人員協助下亦
成功檢測。當局會檢視相關流程及指
引，日後再設立其他地區檢測中心時將
進一步完善安排。

青衣華逸酒店今起成等測中心

這兩星期，本港共錄得 116 宗確診個案，當中 62
宗屬於本地或與本地個案有關連，佔比約 53%，
確診者病徵可以很輕微，甚至四分之一的確診者
沒有病徵，而他們涉及數個群組，足跡遍布不同
的區域及不同類型的處所，顯示社區仍然存在隱
形傳播鏈。
她指出，在新常態下不能亦不應以本地長期零
確診個案為目標，而在未有有效療法及疫苗前，
病毒會與巿民共存一段頗長時間，社區不時出現
零星個案及群組感染的情況亦難以避免。
不過，她指出由於最新病毒株具更強傳播力，
疫情可能在極短時間內急劇惡化，第四波疫情有
機會提早出現，故病毒檢測成為防疫抗疫策略中
的重要一環，呼籲巿民倘懷疑自己有較高風險受
感染，或因身體狀況擔心或出現徵狀，應立即檢
測或求醫，以及早識別，減低社區傳播風險。
她表示，政府檢測策略分三方面，包括流行病
學監測、針對較高風險的特定群組，以及針對個
案群組的突發性檢測，冀透過全面檢測及針對性
的防疫措施，以穩住疫情，使本港經濟和民生回
復正常。而本港過去兩個月病毒檢測能力有大幅
提升，公營檢測服務的恒常檢測量由 6 月底時每
日約 3,600 個，提升至 7,000 個，私營化驗所檢測
量亦由6月底時每日約4,000個增至數以萬計。
流行病學監測方面，陳肇始指衞生署和醫管局
今年 1 月起共進行超過 120 萬個病毒檢測，經醫管
局門診診所求診並檢測者近 30 萬個，當中近 900
個樣本呈陽性；醫管局普通科門診診所 7 月 27 日
至今共派發超過 65,780 份樣本包，化驗室檢測逾
3.98 萬個樣本，超過 71 個樣本（即 0.18%）呈陽
性。
特定群組檢測方面，7 月中以來已檢測超過
54.8 萬個樣本，當中 84 個經衞生防護中心覆檢確
定陽性，比率約 0.02%，而局方亦向九龍城區泰
籍市民派發 1,007 個深喉唾液樣本瓶。她表示政
府會繼續為該些高危群組如安老院員工、的士司
機等進行重複檢測，預計合資格者可達約 14 萬
人。
至於突發性檢測，她舉例政府早前安排葵涌貨
櫃碼頭所有工人檢測，以及在一些公屋為居民安
排檢測。政府亦決定針對檢測近日出現社區爆發
群組的地點，如上周在四區設立臨時檢測中心，
亦安排檢測承辦商前往酒吧區派發樣本瓶。
她表示，政府會積極研究在個案或群組較多的
地區，設立臨時檢測中心方便市民主動檢測，及
早識別個案，希望早些切斷社區傳播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成祖明）為
防止新冠病
毒在社區蔓
延，凡由機
場抵港的入
境者均須留
下深喉唾液
樣本，並等
待病毒檢測
結果，若未 ■衞生署今日起租用青衣華逸酒店作為等候檢
能於同日取 測結果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得結果便會
獲安排入住「等候檢測結果中
要入住等候檢測結果中心
心」等待。衞生署昨日公布， 的人，一般為下午或晚上抵
今日起租用青衣華逸酒店作為 港的旅客，衞生署表示會因
等候檢測結果中心，為未取得 應設施容量，以及當日下午
檢測結果的入境者提供住宿， 抵港航班人數靈活處理，下
以等候檢測結果。
午抵港者亦可能會獲安排在
臨時樣本採集中心收集深喉
荃灣帝盛合約屆滿 唾液樣本，並留在該處等候
荃灣帝盛酒店因合約屆滿 檢測結果。
衞生署並感謝香港荃灣帝
不再擔任等待檢測結果中
心，早前香港酒店工會已接 盛酒店以及其員工，在過去兩
獲消息指，政府會改為租用 個月為抗疫工作提供的協助。
青 衣 華 逸 酒 店 ， 為 期 三 個 青衣華逸酒店是繼九龍城富豪
月。衞生署昨日正式宣布租 東方酒店和荃灣帝盛酒店約滿
用該酒店讓等候檢測結果的 後，成為第三間被租用作等候
檢測結果中心的酒店。
入境者入住。

旅發局網上推海外宣傳

場亦正測試為旅客進行快速病毒檢測，期
望檢測準確度提高，並在本港機場實施。

旅發局通過社交媒體推動「100個掛念香
港的理由」的海外宣傳，程鼎一認為成效
不錯，不少新加坡人都掛念本港的美食、
風景和主題公園。他並透露旅發局正研究
提供機票、酒店等優惠吸引旅客。
他表示，除內地和澳門外，日本、韓
國、澳洲和新西蘭是下一步可商討加入
「旅遊氣泡」的目標地。
程鼎一續稱，旅客雖要支付檢測費用，
行程預算或要多數千港元，但相信隨着檢
測服務供應增加，成本將會下降，海外機

食衞局創科局完成健康碼籌備工作
另外，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
表示，正等待特區政府按疫情發展，與
內地相關部門商討開通時間表，「大家
期待已久，逐步恢復同內地嘅跨境活
動，事實上食衞局同創科局早已完成健
康碼工具嘅籌備工作，家正待特區政
府按本港疫情嘅最新狀況，同內地及澳
門相關部委進一步商討推行嘅條件同時
間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