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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本港多個屋邨大廈成為疫廈，播疫途徑與渠管問題密切相關。民建聯就公屋環

境及維修問題訪問觀塘及黃大仙區公屋居民，發現超過三成有滲水問題，而近半數受訪者不滿意房屋署的

維修。有專家指出，房署維修工程馬虎，部分原裝的排污系統零部件落後，而民建聯副秘書長黎浩榮呼籲

房署須速改善公屋渠管問題，拆除「計時炸彈」，否則不知何時又多幾棟疫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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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觀塘黃大仙公屋戶現滲水
近半受訪者不滿意房署維修 民記籲速改善渠管「拆彈」

房委會每年接獲約1.5萬宗至2萬宗滲漏維修投
訴，約佔公屋總數2.6%左右。民建聯上月的調

查則訪問654位觀塘及黃大仙區公屋居民，發現受訪
單位有天花、牆身、窗框或浴室地台滲水問題的百分
比高達31.5%，遠高於房委會所指的百分比。此外，
23.6%受訪者反映喉管滲水，當中近半（49%）是排
污喉管滲漏，情況令人擔憂。
不僅如此，調查發現曾要求房署跟進家居維修的受
訪者當中，「非常唔滿意」及「幾唔滿意」的高達
48.7%，而房委會去年調查卻稱有77%受訪者表示滿
意維修結果，署方與民建聯的調查結果大相逕庭。

有貴東樓單位原裝設計違例
香港環境師學會前會長、英國特許水務學會資深會
員潘景和近日巡查多個屋邨疫廈發現，房署對其管理
的公屋，環境衞生、維修工程監管不力的問題十分明
顯。他在東頭邨貴東樓抽查單位發現內牆連結污水渠
的P型隔氣無反虹吸閥，住戶透露1991年入伙至今
未有擅自改裝，顯示原裝設計根本違反《建築物條
例》有關連結糞渠的隔氣裝置必須有反虹吸設施的規
定。
另一座疫廈寶達邨達怡樓大堂內也散發臭味，潘景
和將一張紙巾放在地台去水位，竟發現紙巾被吹起，
證明隔氣彎管內有氣體流出，懷疑水封已乾涸。大堂
屬於公眾地方，他質問房署有否定期檢查地台水封。

寶達邨有氣閥加裝位置欠專業
寶達邨於2000年後入伙，屬於較新公屋，部分大
廈樓高40層，房署也有為此進行改良設計，在低層
主渠加粗以容納更多流量，同時在特定樓層加裝正壓
氣閥。然而，這些氣閥安裝的位置卻不夠專業，多數
靠近單位廚房，長期油煙排出，氣閥能否維持原有功
能存疑。
彩雲邨明麗樓的現象更反映房署維修求其敷衍。抽

查發現個別單位使用的舊式灰喉已近40年未更換，
潘景和表示：「這是很落後的設計，現在坊間出售的
全部都是新標準的白色膠喉。」此外，更有部分單位
馬桶反虹吸管的接口直接用英泥蓋住，或直接燒熔後
接駁。潘景和表示：「這些都是非正統的做法，尤其
是英泥，並不能完全密封接駁處。」

柯創盛：居民訴求強烈
民建聯房屋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柯創盛表示：
「居民訴求強烈，如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監管問題，滲
水問題難以徹底解決。」民建聯建議房署增加資源人
手，在明年上半年完成「公屋排水管檢查計劃」，高
風險樓宇更應在明年首季完成；積極研究將舊式公屋
樓宇（如Y型、和諧一型）的排污渠重置於室外；引
入新滲水測試技術，並加強日常監管抽驗，更換表現
欠佳的承辦商等，徹底解決滲水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特區政
府昨晚宣布，將引用《預防及控制疾病
（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規例》（第
599J章）下的強制檢測公告刊憲，要求
於指定日期後到港的檢疫者，須於到港
後的第十九天或第二十天，要於社區檢
測中心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檢測，以及早
識別輸入個案。
目前，由海外抵港者，抵達機場後及

在隔離檢疫的第十二天，均須進行病毒檢
測。食衞局發言人昨日表示，為達外防輸
入目標，政府參考專家意見後，將規定已
完成14天檢疫者，抵港後第十九天或第

二十天須再次接受檢測，確保即使在病毒
潛伏期超過檢疫期的非常罕有情況下，仍
可通過強制檢測找到漏網之魚。
根據強制檢測公告，任何年滿6歲或

以上、本月2日或之後抵港並須檢疫
者，抵港後第十九天或第二十天須於社
區檢測中心接受檢測，並須出示檢疫令
上列明的身份證明文件，以及在可行範
圍內出示檢疫令以進行登記。受檢者須
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在
執法人員要求時提供有關電話短訊通知
以供查核。

未遵從即犯罪 可罰款5000

發言人強調，政府會嚴肅跟進相關人
等有否遵從檢測公告，若未遵從即屬犯
罪，可處定額罰款5,000元，並會收到強
制檢測令，要求於指定期內接受檢測，
不遵從強制檢測令可被罰款2.5萬元及監
禁6個月。

下周五起加拿大列極高風險地區
另外，政府昨宣布下周五（25日）開

始，將加拿大加入極高風險地區名單，
到港者之前14天內曾在加國停留，須提
供一份由化驗所或醫療機構發出的中文
或英文報告，顯示起飛前72小時內已接
受核酸檢測，而檢測結果呈陰性。連同
加拿大在內，本港將20個國家列為極高
風險地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思言）特區政府
將注資 64 億元推出第四輪「防疫抗疫基
金」，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及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陸頌雄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新一輪「防
疫抗疫基金」力度不足，認為當中有細節需要
改善，但仍會在財委會審議時讓議案通過。
盧偉國預計今輪「防疫抗疫基金」較之前
少，形容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他認為，今
輪基金未能幫助到第四波疫情前已水深火熱的
行業，建造業失業率長期高達11%，擔心疫
情持續會影響物料供應，令行業出現大規模罷
工，建議政府密切留意。
盧偉國續指，新一輪基金的19項措施中，
有部分的定義太窄，認為政府在考慮資助申請
時應「宜鬆不宜緊」。他又強調現時各行業的

共同訴求是恢復人員往來，令業務恢復正常，
政府首要任務應是加大力度遏制疫情，應再推
行大規模社區普及檢測。
陸頌雄不滿政府資助食肆、美容院和學校

時，只將津貼給僱主而非僱員，認為僱員未能
受惠。他提到有企業在保就業計劃後開始裁
員，不少從業員因疫情影響導致薪金下跌，以
及大受疫情影響的航空業員工等情況，指政府
並沒有推出針對性措施給予支援，形容對基金
失望。

財會向政府施壓 改善操作細節
不過，他表示，下星期一立法會財委會審
議撥款時「無理由令基金過不到」，但會向政
府施壓，以改善操作細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特區政府早前再次收緊防
疫措施，推行嚴格的限聚令及
堂食禁令，令原期望聖誕及新
年旺季谷底回升的旅遊、零
售、飲食、酒店業再受打擊，
業界預料相關防疫措施可能會
延續至元旦，希望政府推出的
第四輪防疫抗疫基金能聚焦援
助疫情「重災區」工友，並多
管齊下控制疫情，早日開關，
重振經濟。
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昨聯

同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香港
百貨商業僱員總會、飲食業職工總會、
酒店及餐飲從業員協會講述從業員苦
況。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理事長梁芳
遠指「保就業」計劃上月完結，業界已
掀起裁員潮。

疫下2300食肆結業
飲食業職工總會權益主任招冠聰指

出，疫情下已有2,300間食肆結業，數萬
員工失業，冬至及聖誕新年的飲食業旺
季因晚市禁堂食而「食白果」，預計飲
食業失業率未來將攀升至16%，約20萬
從業員受影響。
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權益主任林志忠

指出，旅客絕跡令零售業經營艱難，調查顯
示業內逾四成公司以無薪假方式節約成本，
兩成則有裁員打算，兩成七更可能結業，連
知名零售企業亦醞釀大面積收縮分店。
零售業工友李小姐說，業內僱員工資

為底薪與提成相加，以往聖誕旺季僅提
成就達一兩萬元，現生意慘淡，「一日
都開唔到一張單」，公司被迫收縮分
店，「有同事失業多月都未搵到工」。
酒店及餐飲從業員協會秘書長葉柳青

亦表示，即使聖誕傳統旺季，九成酒店

入住率只維持30%的低水平，員工多被
減薪或放無薪假。
梁芳遠希望政府為疫情「重災區」的

失業、停工及被減薪工友提供每月9,000
元及為期6個月的失業或停工津貼，並向
工友派發一次性一萬元現金補貼，並為
沒有強積金戶口的自僱人士發放一次性
7,500元津貼。

過去一周無晚市堂食 生意大減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昨日在接

受電台電訪問時則指，過去一周未能提供晚
市堂食，令業界生意大減七成，「單純聖誕
一日生意都做到4.5億元、近5億元生意，
家絕大部分生意都做唔到，要取消。」
新一輪防疫抗疫基金按每間食肆面積

分兩期獲發10萬元至50萬元一次性資
助，他直言是次資助額雖較上一輪多，
但質疑為何要分兩期發放津貼，又指資
助亦只能幫補租金，但支付員工薪酬仍
有困難，希望政府推出新一輪「保就
業」計劃，「無保就業，可能有啲小老
闆收到錢都唔開業，唔使結業就係好
事，但對員工就唔係，係咪政府應該再
推保就業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
規定所有從中國以外其他國家及地區抵港
者，下周二（22日）起必須入住36間指
定檢疫酒店，其中5間指定檢疫酒店和指
定交通安排昨日提前投入服務，只接待抵
港者入住作強制檢疫用途。有關酒店昨日
已加強保安安排，不准其他訪客進入。政
府發言人表示，政府昨日派出專責隊伍巡
查該5間酒店，而檢疫安排運作暢順。
提前「變身」為檢疫酒店的包括香港

荃灣帝盛酒店、香港灣仔帝盛酒店、富
豪東方酒店、君怡酒店及九龍酒店，其
餘31間指定酒店維持下周二投入服務，
而昨早及下午陸續有政府專車接載海外
抵港的檢疫者到酒店。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下午在九龍城的
富豪東方酒店所見，該酒店大堂及停車
場均有身穿防疫衣物的人員駐守，大門
貼有告示，寫明只限檢疫者及員工進
入。酒店允許檢疫者親友昨午5時至7時
攜帶生活用品到酒店，但要經由職員送

往住客房間。
尖沙咀的九龍酒店亦戒備森嚴，非檢

疫者一律不准進入大堂，親友可通過職
員轉交生活用品。昨日中午12時30分，
一輛接載抵港旅客的政府專車抵達酒
店，車上約有10人。入住該酒店的羅同
學為美國留學生，在接受傳媒訪問表
示，酒店人員都穿上全副保護裝備，每
間房外放置白色凳用於棄置垃圾和取
餐，每日可選擇不同的餐單，酒店亦容
許訂外賣，但要收取額外處理費。
尖沙咀君怡酒店人力資源部經理伍佩

儀表示，該酒店早在幾個月前便已有接
待檢疫者，通風設備通過衞生防護中心
的要求，現時員工已按照衞生署影片接
受培訓，並獲發足夠保護裝備。
她介紹，旅客抵達酒店需要自行領取

行李，由正門進入酒店並探熱，經專用
電梯前往接待處，並要將護照等證明文
件放置托盤內交給佩戴防護裝備的酒店
職員以完成入住登記，此後住客便可自

行回到房間，開始14天的隔離生活。

「君怡」房卡僅用一次 離房不能再入
她續說，每位住客會獲發一張只能使

用一次的房卡，倘離開房間便不能再進
入，而走廊安裝24小時閉路電視，倘發
現有住客違反規定便會報警處理。餐飲
方面，酒店職員會將三餐食物掛在門把
柄，敲門後離開，避免與住客接觸。住
客完成14天隔離檢疫後，清潔員會用噴
上1:49漂白水的毛巾清潔房間，住客退
房後通過衞生防護中心的綠色二維碼，
方可獲准離開酒店。

「富豪東方」清潔工配備防護衣
昨日傍晚，有專車將旅客送到富豪東

方酒店，而該酒店表示有足夠防疫配
套，如前台有屏障分隔職員和客人，而
行李生和清潔房間的員工會配備防護衣
及頭套，酒店多處亦有告示，提醒客人
在檢疫期內不能離開房間。

5酒店提前投入檢疫 專責隊證運作暢順

外地抵港檢疫者 到埗19天須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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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偉國陸頌雄批防疫基金力度不足

■香港旅遊聯會等團體聯合舉行記者會，講述從業
員的苦況，要求政府多管齊下控制疫情，早日解除
限聚及早日通關，重振經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富豪東方酒店昨日下午接收一批由專車送到的客
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專家巡查東頭邨貴東樓單位。

■寶達邨於2000年後入伙，屬於較新公
屋，部分大廈樓高40層，房署也有為此
進行改良設計。

■民建聯昨舉行記者會，表示逾三成觀塘及黃大仙區公屋受訪居民表示
樓宇有滲水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民建聯指
房署用英泥
封滲水位。
民建聯供圖 ■麗晶花園喉管。

■陸續有海
外抵港的檢
疫 者 到 酒
店。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