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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不排除再推大規模社區檢測力爭
「清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首林鄭月娥昨
日撰文總結本港抗疫發展，指經歷兩個多月疫情
穩定後，大型的跳舞群組將本港推進新一波疫
情，群組確切源頭仍未查出，更可能涉及第二代
或更多傳播，確診人士來自各區、各行業，令遏
止疫情擴散出現極大困難，重申政府不排除再推
行大規模社區檢測，但指出達至「清零」，需要
廣大市民支持和配合。
林鄭月娥表示，本月中前每日確診個案在個
位數至低雙位數間徘徊，以輸入個案為主，但
源頭不明個案偶有出現，反映社區存在隱形傳

播者，疫情過去一周更急速惡化，11 月 20 日至
26 日錄得 456 宗個案，本地個案佔 408 宗，其中
大型跳舞群組至前日已涉及 28 個處所 309 宗個
案（昨增至 367 宗個案），部分舞蹈導師及顧客
到訪多於一個場所，加上跳舞時沒有戴口罩，
甚至有人多聚集的派對活動，感染情況一發不
可收拾。
同時，11 月 20 日至 26 日亦有 74 宗源頭不明個
案（至昨日增至 91 宗），顯示更多個案傳入社
區，隨時引起更大規模的社區爆發。
她強調政府抗疫只許勝、不許敗，因應跳舞場

所群組爆發，政府首次援引新規例強制曾到訪 28
個處所人士檢測，至 11 月 26 日已有超過 1,700 人
按規定檢測，政府短期內亦將強制檢測擴至有病
徵人士、安老及殘疾人士院舍工作人員和的士司
機，並會對不遵從要求人士採取執法行動。

針對各類群組 推
「三檢」
服務
對社會近日出現全民強制檢測訴求，她認為
要為 700 萬人在短時間完成強制檢測，涉及科學
根據、成本效益和是否切實可行等現實問題，
政府現採取針對感染群組或高風險人士的強制

性「須檢必檢」、安排目標組群進行的「應檢
盡檢」和為滿足市民安心提供的「願檢盡檢」
服務，並重申政府不排除再推行大規模社區檢
測。
林鄭月娥指出，要抗疫成功甚至達至「清
零」，還需廣大市民支持和配合，只要各界一起
努力，本港絕對有能力再次戰勝新一波疫情，但
在有效疫苗面世和廣泛應用前，難完全消除病毒
傳播風險，故須時刻保持警覺，嚴守防疫抗疫紀
律。她並呼籲巿民下載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
式，為抗疫出一分力。

鍾南山：當務之急 全民檢測
港本土病例增非常危險 籲民眾參與斷傳播鏈
香港出現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



牽動各界關注。昨日在深圳舉行的

(

首屆中國衞生健康科技創新發展大
會上，共和國勳章獲得者、中國工

程院院士鍾南山多次提到香港疫情反覆與本土病例未絕也不斷增多密切相
關。他直言，香港本土病例明顯增加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跡象。「現在當務
之急是要做一個香港的全民檢測，我也呼籲香港民眾這麼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首屆中國衞生健康科技創新發展大會以
「科技創新助力新冠疫情防控」為主

題。鍾南山在大會上強調，香港疫情要控
制，全民檢測是根本。「香港前一個階段做
得相當出色，特別是在疫情早期，這麼多人
口和這麼密集的城市，能夠很好地控制疫情
的蔓延，也是因為很注意地用了一些該用的
措施。譬如，香港非常強調戴口罩和保持社
交距離，這些方面很出色。」
他認為，後來香港開始有些放鬆，以至於
逐漸出現了一些本土疫情，「是一個非常危
險的跡象」：「對我們來說，出現本土病
人，是要非常注意的。本土的病人往往到處
跑，現在就算是病人沒有症狀，他的感染性
也是很強的，特別是在出現症狀以前的 5 天
至6天，這時候是比較明顯厲害的。」

須根本上斷本土病例
鍾南山直言，香港第一次的全民檢測做得
不是很成功，全港 800 多萬的人口，只有
170 萬人做了核酸檢測，數量遠遠不足。但
他也很高興地看到，現在有越來越多的香港
市民開始主動排隊去做核酸檢測，「這些主
動去核檢的人，他們的理念不僅是為了自己
的健康，也為了他人的健康。」
全民檢測的好處有什麼呢？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把患病的和健康的分開，通過集中收治
到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類似方艙醫院的地
方治療，以切斷感染源，阻止疫情蔓延。
「我多次有這個願望，現在也還是在反覆地
跟我的香港朋友說，希望在香港還是要有一
個全民的檢測，才能從根本上阻斷本土病

工聯請願促黃大仙設檢測中心

■工聯會昨到政總請願，要求當局在黃大仙設置檢測
中心。
工聯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擴大檢測服務
點，在九龍及新界增設 5 間社區檢測中心，令本港
社區檢測中心增至 9 間，其中荔景社區會堂的中心
今日率先運作，今明兩天只提供即場登記及檢測服
務。
工聯會九龍東團隊昨到政總請願，工聯會九龍東總
幹事鄧家彪昨日指出，跳舞群組不斷擴大，黃大仙區
確診個案亦不斷增加，人心惶惶，區內街坊強烈要求
當局在黃大仙設置檢測中心。
新增的 5 間社區檢測中心，除荔景社區會堂的中心
今日運作外，粉嶺和興社區會堂及屯門兆麟社區會堂
的檢測中心明日亦投入服務，至於坑口社區會堂和油
塘社區會堂的中心則會於周一運作，提供自費檢測，
收費上限 240 元。5 間中心首階段運作三個月，視乎
情況可再延長三個月。
同時，政府今日起會於全港 121 間郵政局增設樣本
收集包派發點，市民亦可透過醫管局轄下 47 間普通
科門診診所索取樣本收集包，費用全免。
鄧家彪昨日表示，政府雖應工聯會訴求在九龍東的
油塘社區會堂增設檢測中心，唯黃大仙區仍沒有檢測
中心，當區市民只可跨區檢測，未能達便利及鼓勵檢
測效果。
他又指現時確診個案遍布各區，顯示社區存在眾多
隱形傳播鏈，認為政府應盡快安排檢測承辦商在富山
邨增加流動採樣亭及樣本瓶派發點，同時提供免費檢
測服務。
因應藍田區有 63 號線小巴司機早前確診，鄧家彪
與藍田團隊昨日上午在康雅苑和啟田邨派口罩和防疫
資訊單張，提醒居民加強防疫。

■鍾南山在首屆中國衞生健康科技創新發展大會上強調，香港疫情要控制，全民檢測是根本。
例。」

境外輸入不可能避免
在香港嚴防境外輸入方面，鍾南山表示，
在目前的全球疫情環境下，境外輸入不可能

避免，只要與外界有聯繫就會存在境外輸
入，但要持續做好應對措施，一旦發現就去
隔離，同時密切觀察病毒潛伏期，增加核酸
檢測的頻率，提高檢出率。
隨着冬季來臨，流感進入爆發期。鍾南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山表示，流感與新冠防控感染的防護方法
一樣，都是要做好自我防護，香港市民在
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方面一直做得非常
出色，有助於降低流感發生率，縮短流感
季。

新社聯促立即進行全民強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
界社團聯會昨日強烈促請特區政府
要痛下決心，盡快推行強制性全民
檢測，盡快完全截斷輸入和隱形傳
播鏈，同時要立即加強對輸入個案
管控的力度，包括收緊豁免政策，
並嚴格要求入境人士必須安裝「安
心出行」手機程式，以便進行防疫
追蹤。
新社聯表示，希望行政長官能立
即定出進行較大規模社區檢測的時
間表和路線圖，否則當疫情持續反

覆和不斷惡化，只會令鼓勵港人到
大灣區發展、推動本港基建、旅遊
等發展大計和宏圖變成遠期計劃，
無法盡快施行，有礙政策施行和重
建疫後經濟的步伐。
新社聯指出，香港的新冠疫情反
覆進入第四波，持續多日出現逾 80
宗確診個案，不少屬無源頭確診個
案，新社聯再次強烈促請特區政府
要痛下決心，盡快推行強制性全民
檢測，同時要更嚴格管控輸入個
案。

促要求入境人士裝「安心出行」
同樣，現時發現的逾 1,500 宗輸
入個案當中有獲豁免人士確診，
而香港理工大學的病毒基因排序
分析也指出，10 月起發現的病毒
株與印度和尼泊爾輸入個案高度
相似，這個疫情管控漏洞令市民
感到非常擔憂。就此，新社聯強
烈希望政府立即加強對輸入個案
管控的力度，包括收緊豁免政策
並嚴格要求入境人士必須安裝

勞處續為待履新外傭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勞
工處昨日宣布，由下周二（12 月 1
日）起至 12 月 24 日，繼續提供免
費的新冠病毒檢測服務予等待到
新僱主家庭履新的外籍家庭傭
工。
勞工處發言人表示，政府 8 月
25 日至 11 月 21 日期間，已為舊僱
傭合約已屆滿或終止並正等待到
新僱主家庭履新的外傭，提供了

兩輪免費檢測服務。為讓更多外
傭受惠，該處會繼續為該些外傭
安排免費病毒檢測，鼓勵等候轉
換僱主期間入住住宿設施的外傭
積極參與。
若有外傭須入住住宿設施一段時
間以等候轉換僱主，可於適當時候
再次檢測，特別是到新僱主家庭履
新前。勞工處並呼籲職業介紹所積
極協助安排外傭前往臨時派發及收

集點領取樣本收集包及交回樣本化
驗，亦建議僱主在新外傭到家庭履
新前，要求外傭出示有效的陰性檢
測結果。
符合資格的外傭下月 1 日起，可
前往位於灣仔杜老誌道 20 號灣仔
運動場的臨時派發及收集點領取或
交回樣本收集包，無須預約。臨時
派發及收集點開放時間為周一至周
六上午 11 時至下午 4 時。領取樣本

確診 5000 元恩恤金接受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社會
福利署昨日宣布，即日起接受本地確
診新冠病毒的合資格香港居民申請一
筆過5,000元恩恤現金津貼，以消除
受感染人士對接受病毒檢測可能出現
的疑慮，減少他們對因檢測而須入院

治療引致經濟困難的擔心。
社署指出，申請 5,000 元恩恤現
金津貼的人士，必須獲衞生署確認
為 11 月 22 日當天或以後在本地感
染新冠狀病毒的香港居民，以及現
時受僱但不享有有薪病假，或是自

僱人士，並因須在公立醫院留院治
療新冠病毒病而面對經濟困難。
申請人無須接受特定的經濟審
查，但須聲明符合上述資格並就其
目前就業狀況提供基本資料。社署
會評核相關申請，會按需要向有關

「安心出行」手機程式，以便進
行防疫追蹤。
新社聯續指，現時持續近一年
的反覆疫情已令香港市民感到十
分疲憊，而「張弛有度」策略令
防控政策不斷轉變，市民和商界
均無所適從，變相拖延或阻礙了
經濟民生盡快恢復正常的速度，
故強烈希望特區政府能聆聽社會
的訴求，盡快實施更嚴格的抗疫
防控措施，更有效地保障市民的
健康。

收集包的最後日期為 12 月 23 日，
交 回 樣 本 的 最 後 日 期 為 12 月 24
日。
派發樣本收集包時，當值人員會
要求外傭提供簡單資料，如香港身
份證號碼、護照號碼、入境處發出
的最新簽證上所顯示的檔案編號及
逗留期限等。外傭須簽署同意書表
示同意接受檢測，並確認其資格。
領取樣本收集包後，外傭須於政府
網頁 www.tgptest.gov.hk 登記個人資
料，以便接收電話短訊通知檢測結
果。

政府部門、醫院管理局或申請人的
僱主核查相關資料。
合資格申請人昨日起可向其治療
的醫院醫務社工提出申請。申請人
可自行提出申請，如有需要亦可委
任一位家人、親屬或代理人代為處
理申請事宜，如未能在接受治療期
間完成申請，亦可在康復出院後盡
快遞交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