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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新

冠肺炎疫情

自第三波高

峰過後持續

放緩，各界均期望健康碼能盡快推出，令香港與內地

及澳門的經濟活動可逐漸恢復。本港近月已積極與內

地溝通，商討落實推行健康碼。不過，有消息指，

內地有關方面原本要求香港連續14天「零」本地感

染才可推行健康碼，但鑑於香港的實際情況，現正

在以衞生安全為大前提下考慮折衷方案，包括只需

連續14天本地確診個案均少於10宗，但前提是必

須設有一套可追查確診個案源頭的完善系統。醫學

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殷昨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即使政府將推出「安心出行」

應用程式，參與度亦未必高，認為特區政府應提供誘

因吸引市民參與，以免浪費中央政府的好意，同時可

讓有需要的港人能回內地做生意及工作。

通關基本條件：港14天確診個位數
內地研折衷方案 惟港須設完善系統追查個案源頭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

新增個案宗數：10宗

‧輸入個案：7宗

（兩宗來自法國及兩宗來自菲律賓，其餘來自印

尼、塞爾維亞、肯尼亞）

‧本地不明源頭個案：3宗

本地不明源頭個案

‧個案5372：38歲女，外籍人士，居於愉景灣倚濤

軒，10月19日發病，前日已初步確診

‧個案5373：42歲女，居於元朗翠苑，無病徵，前

日已初步確診

‧個案5375：50歲男，居於大埔寶雅苑興和閣，10

月28日發病，前日已初步確診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
府在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下推
出的「鼓勵及早使用5G技術資助
計劃」，截止申請日期將延長六個
月至明年5月31日，以進一步鼓勵
各行各業的公私營機構遞交項目申
請，利用5G技術促進持續創新。
政府指出，5G 技術擁有高速

度、低時延和能夠同時支援大量物
聯網裝置的特點，為不同行業帶來
創新的應用，而資助計劃今年5月

初推出，旨在鼓勵各界在疫情下及
早使用5G技術，以改善營運效率
和服務質素，提升本港的整體競爭
力。
獲批項目可獲資助與使用5G技

術直接相關的實際開支的50%，上
限50萬元，而截至上周五（6日）
已有20個申請獲批，涵蓋不同類型
和行業的創新應用，如遙距機械維
修、地盤實地立體模型系統、電競
賽車系統和4K/8K直播系統。

5G技術資助申請期限延長半年

大埔廣福邨接連出現兩宗確診個
案，有市民昨日特意到廣福邨探
望獨居的母親，擔心當地成為疫
區，並為母親準備更多消毒用
品；亦有居民表示會做足防疫措

施，相信保持個人衞生，就不用擔心染疫。
昨日到廣福邨探望母親的李女士表示，她每逢

周末都會帶同子女探望居住在廣平樓的母親，而她
得悉廣平樓前日有一名26歲男子為不明源頭確診
個案後，感到擔憂，因此特意叮囑母親要注意個人
及家居衞生，並會為她準備更多消毒用品。
她續說，由於邨內只有三間食肆，擔心會出
現傳播鏈，畢竟大部分邨內居民都會在該處食
肆用膳，恐怕有隱形患者隨時播疫，因此亦會
着母親盡量減少外出。她又表示，未來數周都
會避免帶小孩探望母親，避免有感染風險。
該邨居民陳女士則表示，對邨內出現確診個案沒

有太大擔心，直言「驚得幾多吖！」她表示現時只
能夠做好自己的本分，包括勤洗手、戴口罩等，而自己經常會經過一些

沒有佩戴口罩的長者旁，也會提醒他們要戴口罩，
而她在疫情爆發後經常唸經誦佛，祈求疫情盡快
過去。
另一名到廣福邨與友人飲茶的葉小姐則表
示，未知邨內接連出現確診個案，但表示自己
也是偶爾到該邨飲茶，不會逗留太長時間，因
此不擔心會染疫，但亦會做好個人防疫工作，頻

繁清潔雙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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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大埔
區一周內先後有9名居民確診染疫，
令區內不少居民擔心會在社區感染，
昨日一早到大埔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
所領取樣本瓶，結果90個樣本瓶在不
足半小時內已全數派罄，政府昨午宣
布即日起一連三天，安排檢測承辦商
到大埔設置流動車，為市民提供樣本
瓶檢測，有市民表示更為方便。
大埔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昨早9

時起派發樣本瓶，部分市民8時許已
到場排隊等候，所有樣本瓶30分鐘
內派完，有女士表示與其中一名確
診者居於同一大廈，擔心乘搭升降
機時有接觸，故取樣本瓶檢測，並
暫會避免經常外出和用膳，減低感
染風險；有家長則指家裏小朋友不
適，故特意取瓶檢測以求心安，另
有女士表示希望盡快得知檢測結
果，避免自己成為傳播者。

流動車補鑊派包 居民讚方便
政府則基於風險評估，昨午開始一

連三天安排檢測承辦商Prenetics到大
埔，透過流動車派發及收集樣本瓶，
便利及鼓勵居民接受免費新冠病毒檢
測。流動車輛昨午1時30分至6時停泊
在廣福道41號恒生銀行對出的士站附

近，今明兩天運作時間則為朝10晚
5，有職員指預計每日會派1,000個樣
本包，派完可再增加數量。
廣福邨居民程先生表示，知悉檢測承

辦商以流動車派發樣本包後便與妻子到
場領取，即日交回。他認為流動車安排
及收集深喉唾液方式方便，但普通科門
診只有90個則不足夠，「90個邊度
夠， 9,000個就差唔多！」
任職凍肉食品行業的何先生與確診

者亦同住在廣福邨廣平樓，其公司已
要求他先休假，待取得檢測陰性結果
後才可上班。由於昨早普通科門診診
所已派完樣本瓶，故昨午到流動車地
點領取，認為派發地點及安排尚算方
便，他並為妻兒領取樣本包。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普通科門診昨早
只提供90個樣本瓶，令人感到失望，
昨午安排流動車提供樣本包是「遲到
好過無到」，而流動車成本較低，建
議政府可以提供更多流動車在區內服
務，包括到屋邨及人口密集地點派
發。他認為，政府應採取「三級制」
方案，除門診診所外，流動車到屋邨
及人口較多地方，以及設置流動社區
檢測中心，方便市民進行病毒檢測，
並帶動檢測氣氛。

大埔門診樣本瓶半小時派罄

香港特區政府過去數月一直與內地有關方面商討落實推行健
康碼。有傳媒引述內地政界人士指，內地有關方面明白要

香港連續14天「零」本地感染的難度相當大，現正考慮折衷方
案，但香港必須設有一套能追查確診個案源頭的完善系統。
消息指，現時內地的手機號碼均為實名登記，有關部門能透過
大數據追蹤確診人士曾經前往的地方，但香港的手機號碼卻非全
部實名登記，電訊商亦不會隨便向第三方披露其行蹤，僅靠確診
者憶述到過的地方，因此現階段難以達成內地提出的要求。即使
政府將推出「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有助市民記錄自己行蹤，也
只屬自願參與。

倡設誘因令市民參與應用程式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殷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就如何能夠更好地追蹤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已經討論
了很久，坦言「很難強制，十分靠市民配合」。他指出，之前許
多專家也說過，要市民參與使用「安心出行」程式記錄到過的地
方會十分不習慣，加上部分長者未必有智能電話或不懂使用，認
為特區政府要想辦法提供誘因令市民參與，以免浪費中央救港的
好意。

張建宗：檢測有效阻截傳播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指，衞生署和
醫管局持續為恒常流行病學監測和調查而進行檢測，現時公營
檢測服務的檢測能力已提升至每日逾7,000個；同時亦已為個
別高危群組進行特定群組檢測的計劃恒常化，部分群組更會進
行重複檢測，自7月中起已累計完成逾60萬個樣本檢測，當中
有84宗個案經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覆檢後確定為陽性，顯示
計劃對識別社區患者、阻截社區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
他表示，特區政府會繼續謹慎及嚴格採取防控措施，以爭取
盡早通過三地健康碼互換，以及核酸檢測結果互認為相互豁免
入境強制檢疫的條件，逐步有序恢復與內地及澳門「通關」，
振興本地經濟。

陳肇始：果斷措施保護市民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亦發表網誌指，為進一步加強
「外防輸入」的力度，特區政府將由本月13日開始，要求所有
在中國以外地區（不包括現時已在第五百九十九H章極高風險
地區名單上的地區）來港的入境人士在酒店進行14天檢疫，不
可以選擇家居檢疫，以集中管理，減低輸入個案在居家檢疫期
間把病毒傳播給同住人士的可能性。她強調，透過多重邊境管
制措施，守好病毒進入本港的第一道防線，防止輸入個案進入
本地社區，一直都是特區政府的抗疫重點工作，政府在有需要
時會採取果斷及更嚴厲措施，嚴防輸入，保護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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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本港
昨日新增10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當中
3宗為本地不明源頭個案，為前日已初
步確診的患者，最後證實染疫。有傳染
病專家指出，社區出現隱形傳播，擔心
社區有更多隱形個案存在，未必能找出
所有患者，而假期過後不時出現本地確
診個案的小高峰，呼籲市民不應鬆懈。

昨增10確診 3宗源頭不明
昨日新增的10宗確診個案，7宗為輸

入個案，包括兩男5女，分別由法國、菲
律賓、印尼、塞爾維亞及肯尼亞抵港，
餘下3宗為源頭不明個案，均是前日已公
布的初步確診者，包括一名38歲女外籍
患者（個案5372），她居於愉景灣倚濤
軒，在中環花園道冠君大廈工作，上月
16日最後一天上班，同月19日發燒惟一
直只與家人關門在家，本月5日才向私家
醫生求診，經檢測證實染疫。
第二宗的42歲巴基斯坦女患者（個案

5373）居於元朗翠苑，本月5日向博愛
醫院求醫，交深喉唾液樣本檢測後昨日
證實確診。第三宗個案的50歲男患者
（個案5375）居於大埔寶雅苑興和閣，
於灣仔告士打道光大中心工作，上月28
日出現咳嗽，本月4日到浸信會醫院求

醫，而其最後一日上班日期為本月6日。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指出，大埔區

出現staycation（宅度假）群組，而早前
亦有一名居於大埔並在區內酒吧工作的確
診者，相信酒客都是區內居民為主，認為
社區已出現隱形傳播鏈，擔憂未必能將隱
形患者隔離，造成愈來愈多個案，「（病
毒）幾何級數傳播，今次酒吧，之後唔能
夠排除會喺街市出現。」

小型假期過後 確診現小高峰
他留意到每當小型假期過後，都會

出現確診個案的小高峰，「市民集中喺
假期活動，有一個群集性，好似一個周
期咁。」他擔心市民聖誕節連接周末的
小型假期出外活動，同時留學生亦會回
港，屆時將面對「雙重風險」。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
授許樹昌亦指出，近日的源頭不明個案可
能與早前連續4天假期及萬聖節相關，昨
日新增的3宗個案分別居於三個地區，情
況令人擔心，因普遍找到一宗源頭不明
個案，社區可能已有三四宗個案存在，
未必能找出所有患者，認為不宜再放寬限
聚措施，但亦毋須即時收緊。他強調即使
疫情放緩，市民亦不應鬆懈，須減少脫下
口罩的時間，做好防疫措施。

專家：社區隱形個案恐更多

■陳女士

■李女士

■葉小姐

■大埔賽馬會普通科門診三十分鐘
內派罄樣本瓶。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廣福邨清潔洗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市民到流動站領取樣本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內地提出健康碼折衷方案，包括只需連續14天本地確診個案均少於10宗，但前提是必須設有一
套可追查確診個案源頭的完善系統。圖為高鐵香港西九龍站曾因應疫情加強保安。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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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口岸自7
月 15 日恢
復正常通關
以來，旅客
持兩地健康
碼互轉互認
即可通關，
而隨着香港
疫情逐漸穩
定，粵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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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供粵澳
兩地居民轉
換健康碼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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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省政府
「粵省事」
微信小程
式，昨日在「粵港澳通關」界面新增「粵港通
關（試運行）」欄目。
頁面所見，新增廣東前往香港（試運行）及

香港前往廣東（試運行）選項，相信日後可用
於旅客進行海關出入境申報，再生成「粵康
碼」作為通關憑證，但暫時仍無法使用。
此外，頁面下方還設有香港入境人員每日

健康申報、跨境貨車司機入境申報、接駁車
司機每日健康申報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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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通關」界面新增「粵
港通關(試運行)」欄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