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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確耄翁 擅離院一粒鐘
患腦退化搭巴士醫院保安再現漏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蕊、文
森）香港多幢大廈爆發疫情，部分確
診單位涉及同一坐向，且有屋邨污水
檢測到病毒，疑排污渠滲漏播疫。香
港管線專業學會前會長黃敬昨日促請
政府資助市民檢查喉管，並延長大廈
排氣管防止擾流效應，減低隱患。水
務安全學會會長陳漢輝則表示，市民
可在正壓喉管駁口塗梘水，倘塗抹一
段時間後發現駁口位出現氣泡，即表
示有滲漏情況。

黃敬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本港
不少大廈污水渠有錯誤接駁問題，
導致家用產生的污水流入雨水渠，
造成大面積水質污染，政府應加強
大廈內的喉管檢測，杜絕「錯
駁」，並建議政府防疫基金撥出20
億至30億元，協助三無大廈業主成
立抗疫特攻隊以檢查喉管，若整棟
大廈更改水渠設計最短需要兩三周
時間，每戶約花費 2,000 至 3,000
元。
為減少出現「下層傳頂層」播疫

情況，他提議可將大廈排氣管駁長
1米，伸長部分設漏斗，阻隔風力
並放入消毒藥水，防止擾流效應。
香港大學客席助理教授許俊民指

出，污水檢測到新冠病毒，可能存
在三種情況：一是集水區有一人或
多人染疫；二是集水區有一名或多
名最近康復的感染者，因患者康復
不久仍可釋放病毒達數周；三是可
能有病毒感染者到過社區，通過共

用廁所或其他公共設施留下病毒。
他指出，家中U型聚水器應保持

有水狀態，阻隔氣體流通；若U型
管道改為W型，則更有效減少病毒
傳播。

駁喉塗梘液有泡即滲漏
陳漢輝同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

示，本港部分舊式樓宇渠管老化，
出現微細裂紋，另或有居民自行改
動喉管。他建議市民可用塗抹番梘
水方法，自行檢查喉管有否滲漏，
倘塗抹一段時間後發現駁口位出現
氣泡，即表示有滲漏情況。
他續指，政府目前並沒有嚴謹制

度要求由持牌工匠進行家居渠務工
程，只需小型註冊承辦商派工人負
責，惟相關工人未必有正規訓練，
故建議當局擴大渠管監管範圍，參
考驗窗制度，規定大廈定期每3至5
年便聘請合資格承辦商檢測全幢樓
宇喉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擴大強制檢測範
圍，將逾40幢大廈納入強制檢測名單，不少疫廈居民昨
日冒着寒冷天氣到附近採樣站排隊檢測。在污水樣本持續
呈陽性並於昨日出現首宗個案的彩雲 （二）邨啟輝樓，
有居民批評採樣站的開放時間未能便利居民，要求延長服
務時間。有檢測承辦商則指已動用逾百人手為疫廈居民檢
測，倘有更多疫廈納入強檢，人手會非常緊張，冀政府派
員協助為居民登記等工作。
彩雲（二）邨明麗樓旁籃球場的流動採樣站昨日上午10
時運作前已有不少啟輝樓居民排隊等候檢測。啟輝樓居民
黃先生認為，政府應早點公布驗到沙井污水有病毒，又指
不少居民在晚上7時、8時才下班，未能趕及晚上8時採樣
站關門前到達。
同座居民黃女士也對採樣站開放時間有微言：「我要趕
喺返工前完成檢測，要早啲嚟等佢開，咁晏先至開好唔方
便。」政府則表示經檢視使用情況及市民需求，流動採樣
站將服務至明天。
有啟輝樓居民希望強制檢測可截斷大廈傳播鏈。有居民則
擔憂同座或有居民出現病徵而未往求診，令追蹤個案費時；
至於污水檢出病毒問題，他則指自己和相鄰單位污水渠之前
有滲漏，維修後已無問題，不擔心病毒透過渠管入屋。

藍石樓等候需兩三小時
至於累計有8人確診的坪石邨藍石樓，政府已安排承辦

商在坪石廣場設流動採樣站，昨日上午有逾百名居民排隊

檢測。現場工作人員表示排隊居民較多，可能要等候2至
3小時方可登記檢測。
檢測承辦商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主任黃利寶在接受電

台訪問時表示，政府有關部門周三（12月30日）才通知
該中心負責大埔、沙田、觀塘和黃大仙12幢樓宇的檢測
服務，每幢少則數百居民，多則近五千人，要緊急抽調逾
百員工協助運送物資、設置收集點或流動採樣車，人手已
「好抆水」。
他續說，若有更多疫廈納入強檢，就需要加開採樣站，

人手資源將更緊絀；而採樣涉登記等行政程序，建議政府
投放資源，加派人手處理登記及人群管理工作等流程，讓
化驗所人員專注採樣工作。

啟輝樓居民怨採樣時間不便

專家倡資助民居檢查喉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南非變種病毒

殺入本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
君昨日指出，日前公布的一宗由南非輸入的
新冠確診個案（個案8724），已確認其樣本
發現南非新變種的N501Y V2型病毒，是本
港首宗個案，而與該名患者同行的友人，則
未在其身上發現相關的病毒株。

抵港後第12天採樣確診
該名由南非來港的29歲男子，抵港後入住
北角海逸酒店隔離檢疫，衞生防護中心本周
二（12月29日）宣布其抵港後第12天採樣檢
測證實染疫。張竹君昨日在疫情簡報會上指
出，已在該患者樣本發現南非新變種病毒，
但手頭上未有其病毒量等進一步資料。
今次是本港首宗發現南非變種病毒的輸入
個案。南非12月18日通報科學家發現該變種
病毒株，當地衞生部指這種變種病毒佔主導
地位，新增確診病例中不少都是感染該變種
病毒，其感染力明顯較原來的病毒更強，令
當地疫情加速蔓延，累計確診病例已突破100
萬大關，且愈來愈多年輕患者受感染。特區
政府隨即收緊入境限制，規定12月25日起，
所有登機當天或之前21天曾逗留南非逾2小
時者均不獲准登機來港。

香
港
首
現
南
非
變
種
病
毒

��(���
香港昨日新增68宗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當中62宗屬本地個案，包括18宗

源頭不明個案；另有逾40宗初步確診

個案。一宗初確個案再次暴露公立醫

院的保安漏洞，一名年逾八旬、患有

認知障礙的老翁由竹篙灣檢疫中心送

往東區醫院等候安排入住期間自行離

開，約1小時後始在附近巴士站被

路人發現。

除夕疫情
新增確診宗數

．確診個案：68宗

．輸入個案：6宗

．本地不明源頭個案：18宗

．本地有關聯個案：44宗

初步確診：逾40宗

部分新增個案

．彩雲（二）邨啟輝樓66歲男居
民（個案 8832）12 月 25 日發
病，昨公布確診染疫，屬不明源
頭個案

．一名捐血人士12月17日在旺角
捐血站捐血，12月30日通知紅十
宇會確診

．由竹篙灣檢疫中心送到東區醫
院隔離檢疫的87歲男子，在負壓
發燒病房等候期間曾自行離開，
後被尋回，經檢測初步確診

．屯門醫院一名病人服務助理12
月30日不適到急症室求診，檢測
初步確診

新增強制檢測疫廈

．黃大仙慈愛苑愛仁閣

．深水埗欽州街德寶大廈

．九龍城何文田邨靜文樓

不符準則被剔除強檢的大廈

．觀塘曉麗苑曉星閣

．將軍澳翠林邨安林樓

．青衣青華苑華欣閣

新增死亡個案

．明愛醫院77歲長期病患男病人（個
案8561），昨早10時離世

資料來源：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抗疫
成為香港頭等大事，昨日除夕警方在
各倒數熱點駐重兵嚴防「犯聚」，警
隊「二哥」、警務處副處長（行動）
蕭澤頤昨晚到中環蘭桂坊，為冒寒執
勤的同袍打氣。在警方嚴陣以待下，
仍有部分慶祝新年的市民「走鬼式」
聚集，每當警員離去，市民便聚在一
起；有市民則提早在傍晚禁堂食前暢
飲慶祝。
昨日下午，尖沙咀海港城對出已聚

集不少家庭、情侶，在海旁拍照紀念
2020年最後的夕陽，人與人之間沒有
保持1.5米社交距離，亦有情侶「除
罩」拍照留念。文化中心對出空間也
人來人往，有市民坐在長椅上用餐，
亦有新人拍攝婚紗照。

堂食禁令前狂歡勁飲
領有食肆牌照的酒吧也人聲鼎沸，

市民趁「堂食禁令」在傍晚六時生效
前，狂歡勁飲十分熱鬧。有市民表

示：「今年不能一起午夜倒數，唯有
提早在下午飲番杯慶祝。」不怕感染
嗎？「長時間抗疫好辛苦，大家都要
輕鬆一下，一年一次無咁啱（中
招）。」
入夜後，警力明顯增強，各區倒數

熱點都有警員巡邏，市民於是變陣
「走鬼式」聚集，每次有警員到場，
都似「摩西分紅海」市民隨之四散，
但警員離場後，他們又三五成群聚在
一起。

市民市民「「走鬼式走鬼式」」聚集迎新年聚集迎新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特區政府的疫廈資訊發布擺烏
龍。大廈強制檢測安排日前擴
大後，首批43幢大廈的居民必
須接受強制檢測，惟其中3幢包
括觀塘曉麗苑曉星閣、將軍澳
翠林邨安林樓及青衣青華苑華
欣閣並不符合相關強檢準則，
被剔出強檢名單。另外，昨日
新增黃大仙慈愛苑愛仁閣、深
水埗德寶大廈及何文田邨靜文
樓符合相關準則，3幢大廈的居
民需接受強檢，被納入強檢名
單的大廈維持43幢。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

主任張竹君昨日在疫情記者會上
解釋，經中心進一步核實後，發
現前述3幢大廈出現個別單位確
診個案早前已入院、未有在單位
居住，以及患者早已遷出單位，
使大廈未符過去14天內有兩個
或以上單位出現無關連確診個案
的強檢準則，故將這3幢大廈從
強檢名單中剔除。

防護中心擺烏龍致歉
就事件對市民造成不便，張竹君表示

歉意，承諾會檢視當中有什麼環節可以
改善。但她指出，錯誤納入強檢名單的
該3幢大廈近期曾錄得確診個案，故仍鼓
勵居民接受檢測，以有效識別感染者，
而社區檢測中心亦會繼續免費為他們進
行檢測。
張竹君又公布，昨日新增3幢大廈被納

入強制檢測範圍，其中愛仁閣兩個單位
有4名住戶確診，其中一個單位有3名確
診者，另一單位有1名，該兩單位屬同一
坐向，相隔3層；靜文樓亦是兩個單位有
4人確診，一個單位有3名確診者，另一
單位有1名確診者，但兩個單位的樓層和
坐向均不同；德寶大廈有兩個單位共6人
確診，一個單位有4名患者，另一單位有
2名，兩個單位是同層的鄰居。

該名擅自離院的老翁87歲、患有認知障礙，前
日接受檢疫期間不適，由竹篙灣檢疫中心送

往東區醫院治療。在負壓病房等候上房期間，醫院
職員約於當日下午5時發現他不知所終，四處搜尋
約1小時始尋回。他之後證實初步確診。

熱心人協助獲悉陪等接回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在疫情記
者會上透露，該名老翁當日離開醫院後，自行乘巴
士離開，有熱心市民見他不太清醒，上前協助。其
間，老翁收到院方來電，該名市民接聽及知悉後，
陪同老翁在巴士站等候醫院職員接回。
她表示，該宗個案並無醫院職員被列為密切接觸
者，「至於該名熱心市民，由於只是免提電話聯絡及
陪同等待醫院職員接回病人，其間兩人都有戴口罩，
也不屬於緊密接觸，但院方會替該市民進行檢測。」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何婉霞

指出，急症室有檢測地方是處於室外，戶外位置有保
安員看守，由於當時天氣寒冷，故特別安排該名老翁
到室內隔離病房等候，戶內則無保安員看守，「我們
會汲取今次教訓，今後會加強派駐保安人員，並提醒
他們注意病人行蹤，有需要時會找警方協助。」

屯院隔離病房有職員初陽
另一宗初步確診個案的患者為屯門醫院1名病人
服務助理，於上月底調往隔離病房工作，至本周二
(12月29日)調回普通內科病房，翌日不適到該院急
症室求診，之後初步確診，目前情況穩定。何婉霞
指出，該名患者曾為6名病人餵食，持續時間較
長，且病人無佩戴口罩，該6名病人被列為密切接
觸者。另有1名護士及3名服務助理亦因曾與患者
一齊進膳或曾清潔洗手間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要接
受隔離，有關病房亦已消毒。

捐血者確診 受血人離世
衞生署同時接獲紅十字會通報，有曾於12月17

日在旺角捐血的市民於本周三（12月30日）確
診，捐血當日他並無任何病徵，亦有戴口罩，其血
小板於12月20日輸給伊利沙伯醫院一名有嚴重血
管病的病人，並無不良反應，受捐病人之後因自身
疾病離世。
何婉霞表示，相信病人接受輸血後死亡與捐血者
確診無關，但會再檢測，交由死因庭調查。她補充
說，該名捐血者的其餘血製品已回收並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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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桂坊大除夕只有符合限聚令人蘭桂坊大除夕只有符合限聚令人
數的小貓一兩隻駐足打卡數的小貓一兩隻駐足打卡。。有警員有警員
在街尾監察在街尾監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警務處副處長警務處副處長（（行動行動））蕭澤頤除夕夜便蕭澤頤除夕夜便
裝到街頭裝到街頭，，為冒寒駐守蘭桂坊一帶維持秩為冒寒駐守蘭桂坊一帶維持秩
序的軍裝警員打氣序的軍裝警員打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除夕夜除夕夜，，尖沙咀海邊一尖沙咀海邊一
帶帶，，有巿民打卡留念有巿民打卡留念，，夜食夜食
街頭街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坪石廣場的流動採樣站昨日有過百名市民排隊等候檢
測。 中通社

●香港管線專業學會前會長黃敬
(左)及香港大學客席助理教授許俊
民(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