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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至16日到意大利及瑞士

9月16日返港，入境時及家居檢
疫期間共接受兩次檢測均是陰性

本月9日出現低燒，自行買成藥服用

本月19日發現失去味覺求醫

本月20日到屯門恆福花園的司徒私家診所
求診，留下樣本後確診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

新增確診宗數：11宗

‧輸入個案：10宗（尼泊爾、巴基斯坦）

‧本地個案：1宗

‧初步確診：多於10宗

本地個案詳情

個案編號5281：38歲無業女子，與家人同
住東涌映灣園聽濤軒。每晚由住所來回跑
至東涌碼頭，間中無戴口罩，曾光顧東涌
多間食肆，包括東薈城八月花及逸東商場
譚仔三哥，屯門意樂餐
廳；每周有兩三天到
屯門新墟街市買
菜，也到過附近
按摩店做腳部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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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再出現一宗源頭不明的新冠肺

炎確診個案，一名上月曾到訪意大利

及瑞士的女子，返港完成居家檢疫，

並通過兩次病毒檢測以為「無事」，

遂如常社交，包括出席家庭聚會、間

中無戴口罩跑步，以及惠顧按摩店

等，早前始出現低燒、失去味覺等病

徵，往私家診所求醫經檢測確診。她

病發後曾到訪多處，衞生防護中心正

追蹤其接觸者，但患者已記不起按摩

店店名。同時，其就讀屯門保良局志

豪小學的兒子已出現輕微咳嗽，但前

日仍有上學，該校需暫時停課進行清

洗。此外，一名曾與其見面的親友亦

曾感不適，與患者兒子送院檢測。

兩驗陰性照出街 失味覺始確診
染疫婦曾光顧按摩店忘店名 兒現咳嗽小學停課清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通
縮情況加劇，政府統計處公布本港9月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下跌2.2%，已
是連續三個月通縮，跌幅較8月的
0.4%再擴大1.8個百分點，主要由於房
委會豁免公營房屋租金所致。剔除所
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9月基
本通脹率0.5%，較8月則上升0.4個百
分點，主要是由於外出用膳費用上升
及公營房屋租金上調所致。
在各項分類項目中，以電力、燃氣

及水價格跌幅最大，達到19.8%，衣履
及住屋價格分別下跌7%及5.3%，至於
食品價格上升3.1%，外出用膳價格亦
上升0.6%。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外出用膳價格

在本地疫情趨穩下回復上升，其他主要
消費物價指數組成項目承受的價格壓力
仍然輕微，預計在新冠病毒威脅下，環
球和本地經濟狀況仍然疲弱，整體通脹
壓力在今年餘下時間會維持輕微，政府
會繼續密切留意情況。

■今年9月香港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
年下跌2.2%。 中新社

消費指數年跌2.2% 連續三個月通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梁美芬
立法會議員辦事處日前聯同西九新動力進
行電話調查，顯示逾七成受訪者贊成特區
政府推行強制全民新冠病毒檢測。西九新
動力主席、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
在記者會表示，為讓香港的民生、經濟重

回正軌，特區政府應盡快引用《預防及控
制疾病條例》賦予的權力，推行強制全民
檢測，將隱形患者「清零」，方便與內
地、澳門建立健康碼，及與更多國家展開
「旅遊氣泡」。
為加強疫情防控，特區政府正研究推行

強制新冠肺炎病毒檢測。梁美芬立法會議
員辦事處日前聯同西九新動力進行「市民
對全民強制檢測及健康碼看法」電話調
查，共成功訪問4,552名18歲以上香港居
民。結果顯示，73.5%受訪者贊成特區政
府推行強制全民新冠病毒檢測，反對者僅
8.6%；74.4%受訪者表示，倘健康碼需全
民檢測配合，會贊成強制全民檢測，反對
者僅9.2%。
同時，76.9%受訪者認為，若要求政

府提供市民可負擔的檢測，費用應要免
費才合理，12.2%人則認為300元至500
元才合理，11%人認為500元至1,500元
才合理。
梁美芬表示，雖然很多市民及中小企都

希望香港盡快推出健康碼，但因目前本地
確診個案尚未「清零」，內地都難以承擔
疫情風險，仍未能與香港恢復通關。故
此，特區政府應盡快推出強制全民新冠病

毒檢測，以將隱形患者「清零」，才能斬
斷社區傳播鏈，給予內地、澳門及疫情受
控的國家都有信心與香港恢復往來。
她指出，自己早前有一名90多歲親友

在內地過身，家人卻因隔離檢疫措施，無
法前往內地辦理遺產處理等後事。若健康
碼還不推出，或有不少市民都未能前往內
地見親人最後一面。
西九新動力成員、執業律師勞超傑亦

指，疫情令不少需要出售內地物業的市
民，無法前往內地辦理交易，就算中央早
前宣布降低香港律師在大灣區9個內地城
市執業的門檻，香港律師亦因無法接受兩
地合共28天的隔離安排，至今無法受
惠，對業界打擊沉重。
西九新動力成員、註冊社工陳國偉則表

示，收到很多與「封關」有關求的助個
案，如有港澳夫妻因長期沒有見面，出現
感情問題。

梁美芬：逾七成受訪者贊成強檢

■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公布「市民對全民強制檢測及健康碼看法」問卷調查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疫情
重創旅遊業，智經研究中心昨日指，
上月初訪港旅客僅9,132人次，預計
全年僅 357 萬人次訪港，按年跌
94%，總消費129億元，大減近1,900
億元，為過去20年最差，即使來年稍
有回升亦難回復疫情前水平。智經認
為，本港旅遊業存在客源市場單一
化、旅遊景點同質化等問題，應把握
疫情帶來的休歇期，革新思維模式，
推動改變，並建議特區政府全面規劃
旅遊業發展及定位，及聯同業界籌謀
轉型，提升抗逆和應變能力。
智經主席劉鳴煒昨日指，本港旅遊

業2000年至2009年為崛起階段，訪客
平均每年增長9.5%，惟過去10年即
2010至年2019年後勁不繼，陷入樽頸
危機，訪客人次年均增長率跌至
5.0%，低於部分鄰近亞洲地區，全球
競爭力更由2007年的第6位下滑至
2019年第14位。

智經的研究顯示，香港旅遊業出現
主客失衡問題，2018年訪港旅客人次
與本地人口比例已達9比1，但香港屬
高密度城市，不能忽視旅客持續增長
對民生的負面影響；另一問題是客源
單一化，2014年起內地旅客佔整體旅
客人次逾七成半，若業界跟不上外圍
轉變及缺乏創新思維，不但未能轉型
吸引新客源，更可能流失原有客源，
導致行業收縮。
智經認為，特區政府須擔當主導角

色，將重振旅遊業列為優先政策，協助
業界渡過難關的同時，全面規劃旅遊業
發展和定位，並聯同業界及早籌謀轉
型，提升抗逆和應變能力。同時，政府
應在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多個領
域加強投資，提升旅遊吸引力、競爭力
及抗逆力，並牽頭促成跨界別合作，包
括連結學術界進行具前瞻性研究，結合
業界及相關私營機構開發和營銷旅遊產
品，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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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香港再多11宗確診個案，其中10宗
屬輸入個案，唯一本地個案的源頭不

明。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
示，該源頭不明個案的患者是一名38歲無
業女子（個案5281），與家人同住東涌映
灣園聽濤軒15座。她上月5日至16日曾到
意大利和瑞士，同月16日返港，之後接受
家居檢疫，先後進行兩次病毒測試，均呈陰
性。

月初曾現低燒 自行買藥服食
不過，患者本月9日起出現低燒病徵，自
行購買藥服食後自覺康復，惟本周一（19
日）失去味覺，遂到屯門恆福花園司徒惠強
醫生診所求醫，並進行病毒檢測，翌日確
診。
衞生防護中心透露，她自上月29日完成
居家檢疫後，每日會跑步來回東涌碼頭及住
處；每周有2至3天會到屯門新墟街市買
菜，並曾光顧多間餐廳及兩次進行腳部按
摩。
張竹君表示，患者跑步時未必時常有戴口
罩，而她曾到過的多間食肆，包括本月曾到
東薈城八月花、屯門海趣坊意樂餐廳、青海
圍東哥點心第六分店、逸東商場譚仔三哥。
傳染期內，她還到過屯門新墟街市做腳部
按摩，但患者忘記店名。張竹君指出，患者
在社區逗留時間長，有播疫風險，政府會盡
量追蹤，並會在患者居住的大廈和曾到過的
食肆向住客和員工派樣本瓶檢測。
同時，患者就讀屯門保良局志豪小學的兒
子屬密切接觸者，而他在10月16日出現咳
嗽，但前日仍有上學，現已送院檢測。中心
已通知該小學停課兩日進行大清洗，衞生署
已向學校派發深喉唾液樣本瓶，校內暫未收
到有其他人感到不適。張竹君表示，倘患者
兒子亦確診，學校有需要繼續停課。患者另
一名曾見面的親友亦曾不適，亦已送院檢
測。

張竹君：本土感染機會大
對患者的感染源頭，張竹君認為個案為本
土感染的機會大。至於該個案10月20日交
樽，但前日仍到食肆用膳，張竹君提醒市民
倘有病徵應盡量避免外出，政府已向食肆員
工派樽，市民如有憂慮或出現病徵應盡早求
醫。
至於新增的10宗輸入個案，當中9人由尼
泊爾搭乘RA4099航班於10月20日抵港，
其中兩人入境時已出現病徵。張竹君表示已
引用《預防及控制疾病（規管跨境交通工具
及到港者）規例》（第599H章），禁止尼
泊爾航空營運的航班，10月22日至11月4
日陸本港。另一輸入個案則為9歲男童，
他由巴基斯坦到卡塔爾多哈，搭乘QR818
航班於10月20日抵港，並無病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勞工
處昨日宣布，由本月27日至下月21
日，繼續為正等待到新僱主家庭履新
的外傭，提供免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病檢測服務。勞工處發言人表示，因
有曾入住住宿設施的外傭確診染病，
政府在8月25日至10月15日為已終
止合約或等候轉換僱主期間入住住宿
設施的外傭，提供免費病毒檢測服
務。為讓更多外傭受惠，勞工處再次
作出免費檢測安排，並鼓勵外傭在等
候轉換期間，特別是到新僱主家庭履
新前進行檢測。
合資格的外傭可由本月27日起，周

一至六上午11時至下午4時往入境事
務大樓一樓，在核實身份並簽署接受
檢測同意書後領取樣本收集包，費用
全免。領取後，外傭可在當值人員協
助下於政府網頁登記個人資料，以便
接收電話短訊通知檢測結果。發言人
表示，外傭應在自行採集深喉唾液樣
本當日內，將樣本交回臨時收集點。
檢測承辦商會將收集樣本送往化驗

室作檢測，承辦商不會收集或備存參
加者的任何個人資料。檢測結果呈陰
性的參加者會獲發電話短訊通知；陽
性個案則會被轉交衞生署衞生防護中
心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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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起續為待履新外傭免費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今
日起放寬本地旅行團人數限制至 30
人，業界表示本地遊反應良好，有旅行
社最快明日便會出團。
縱橫遊常務董事袁振寧昨在電台節

目表示，該社明日有首個本地團出發，
內容以米芝蓮餐廳及綠色旅遊景點為
主，旅行社會提供防疫用品，並盡量在
旅遊巴完成景點講解。根據該社網頁，
明日出團的本地遊行程包括到屏山文物
徑、青馬大橋觀景台、元朗公園百鳥
塔、鄧氏宗祠，以及在米芝蓮一星食肆

添好運享用點心，團費只要168元。
另一旅行社食玩假期明日亦會出團，早

上到鑽石山南蓮園池參觀口罩廠，午餐後
則到灣仔利東街自由行，團費只要68
元。旅行社指短短兩三天便滿額，原預計
有60人報團，昨日已增至100人報團。
旅行社辦本地遊須簽署防疫承諾約

章，列明要為團友量度體溫、用膳要按
人數規定安排座位、交通工具須有防疫
用品及定期消毒，並要為團友購買包括
新冠病毒保障的旅遊保險，領隊及導遊
要持有檢測為陰性報告等要求。

本地團人數放寬 最快明日出團

■衞生防護中心通報，昨新增11宗新冠肺炎
確診個案，其中1宗為本地源頭不明。中通社

■確診者曾到屯門新墟街市。 中新社 ■確診者與家人同住東涌映灣園。 中新社

■■一名居住在東涌映灣園一名居住在東涌映灣園
聽濤軒的聽濤軒的3838歲女子確診歲女子確診，，
圖為其感染期內曾光顧東圖為其感染期內曾光顧東
涌東薈城涌東薈城。。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