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

●確診宗數：41宗

●輸入個案：1宗（來自英國）

●不明源頭本地個案：16宗

●有關聯本地個案：24宗

初步確診：逾30宗

部分爆發群組

●將軍澳藍田隧道地盤（二次爆發）：
增10宗初確，累計11人

●九龍灣那打素護養院：增1宗，累
計4人

部分初步確診個案

●基督教聯合醫院一名69歲男病人
初步確診

新增強制檢測處所

●將軍澳藍田隧道——主隧道及相
關工程地盤（合約編號 NE/2015/
01）

●深水埗元州街303號元州邨元盛
樓

●西貢將軍澳翠琳路11號翠林邨輝
林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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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藍隧地盤再爆疫 11人中招
疑共用更衣室出事 復工一周再停工 1500人須強檢

本港昨日新增41宗確診個案，40宗屬

本地感染。其中，將軍澳藍田隧道地盤

出現二次爆發，該地盤一名56歲工人

前日確診後，昨日再有10名工人初

步確診，即累計已有11人染疫。

衞生防護中心表示，初步估計該

地盤今次爆發與上次的感染群

組並無關聯，上次主要是紮鐵

工人染疫，今次則牽涉釘板、

搭棚、清潔等工種，有關地

盤需要再次停工，懷疑是透

過工地共用的貨櫃更衣室傳

染，約1,500名工作人員要強

制檢測，而與患者共用更衣室

及共同用膳的工友則要檢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文匯報訊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再加上
冬季流感，本港多間公立醫院繼續逼爆，病
床需求持續高企。醫院管理局昨日公布數
字，顯示昨日公立醫院急症室有3,844人首
次求診，其中814人轉入內科病床留醫，內
科住院病床於午夜時的住用率達95%，兒科
住院病床佔用率為42%。

將院使用率115%最爆
全港17間公立醫院中，有7間醫院的內科
住院病床住用率爆滿，均超過100%，尤以
將軍澳醫院最嚴重，使用率達115%；明愛
醫院使用率為108%；博愛醫院使用率為
106%；伊利沙伯醫院、雅麗氏何妙齡那打
素醫院、屯門醫院使用率均為103%，威爾
斯親王醫院達101%。而所有醫院兒科病床
昨日午夜的住用率為42%，其中以伊利沙伯
醫院最高，達63%。

香港文匯報訊 本港疫情持續，
確診個案分布全港各區，社區存在
眾多隱形傳播鏈。特區政府昨日表
示，為便利強制檢測公告中所涵蓋
的人接受檢測，元朗水邊圍邨及將
軍澳日出康城各新增一個流動採樣
站。水邊圍邨流動採樣站位於泉水
樓對出空地，開放日期為1月3日
至5日；將軍澳日出康城流動採樣
站位於日出康城領都6樓平台（近
第九座），開放時間為1月4日至5
日，運作時間均為上午10時至晚
上8時。
政府發言人指，對2020年12月
30日發出（12月31日經修訂）的
強制檢測公告所涵蓋的 40 幢大
廈，以及12月31日的強制檢測公
告所涵蓋的3幢大廈，受檢人士可
於1月4日或之前，選擇流動採樣
站或社區檢測中心接受免費檢
測，或按公告指明的其他檢測途
徑接受免費檢測，讓受檢人士有
充足時間遵照公告規定進行檢
測。
發言人指，除流動採樣站外，受

檢人士亦可選擇到全港各區任何一
間社區檢測中心接受檢測服務，費
用全免。政府會在檢視流動採樣站
的使用情況及市民對檢測服務的需
求後，決定是否有需要增加流動採
樣站，調整或延長流動採樣站的運
作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政
府為防疫情反彈，早前收緊「疫廈」強
制檢測門檻，首批43座須強檢大廈的
住戶及曾到訪人士最遲須於今日接受檢
測。不過，深水埗富昌邨富韻樓疑因承
辦商人手不足，延至昨日才設置流動採
樣站，有接受強制檢測的市民批評太
遲，以及時間倉卒。民建聯立法會衞生
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帆表示，收到市民
反映強制檢測的資訊不清，認為政府應
與承辦商協作，提供更好的配套服務。

「搞到阿伯氹氹轉」
富昌邨的流動採樣站昨日才設立，

運作至今日。多名市民昨日排隊等候
採樣，有富韻樓居民認為安排不當，
其中住戶劉先生表示早前以為政府會
一早在附近設立檢測站，但結果要到
昨日才開始運作，認為時間相當倉卒
和混亂，「𠵱 家咁迫嘅時間做唔切㗎
嘛，做唔切都無辦法㗎喎，咁急！唔
係我哋自己搞出嚟㗎，搞到我阿伯成
80歲人氹氹轉！」
另一富韻樓住戶胡先生表示，平日
需要上班，只能趁假期接受檢測，
「聽日仲要上班，今日要趕嚟排隊，
無假期就做唔到（檢測），只可以請
假，知唔知𠵱 家呢個環境有工開已經
好好，仲要請假，本身諗着走去白田
檢測，但咁多長者，邊有可能。」
有傳媒引述業界透露，現時私人化
驗所的採樣、化驗人員嚴重不足，每
當開設一個新採樣站，需要自備枱椅
等物資，也要負責樣本運輸、登記、
人流管制等工作，「嚟嚟去去都是嗰
班人，已經盡全力，𠵱 家愈來愈多事
故，都反映人手問題嚴重。」
昨在富昌邨設流動採樣站的香港分

子病理檢驗中心，其主任黃利寶解

釋，深水埗區的流動採樣站原本並非
由他們負責設立，今次是幫政府「救
急」，表示富韻樓的位置較遠並較多
長者，當局希望在大廈附近增設採樣
站，故前日視察場地後決定昨日起設
立採樣站，「原先承辦商唔係我哋，
都唔知係邊個，（當局）突然問我哋
有冇額外人手幫深水埗區，（富韻
樓）大約2,000幾人，應該兩日內完成
檢測，因為部分人已經去咗其他社區
中心做檢測。」

葛珮帆倡政府承辦商協作
葛珮帆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收到市民反映強制檢測的訊息混
亂，認為政府需要加強配套，方便須強
制檢測的市民。她建議政府與私人承辦
商協作，「枱櫈等物資、運輸、登記，
政府可以幫手，等佢哋集中人手做採
樣，尤其係派人幫手做登記，之前落區
睇，採樣快，但排隊登記耐。」
對於可否培訓紀律部隊以助採樣，葛

珮帆認為值得考慮，「採樣經過培訓同
認可應該做到，但需要高嘅防疫意識，
同物流、登記唔到，呢啲一定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多個
屋邨近期出現群組感染個案，部分疑
因新冠病毒經喉管傳播。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郭偉强認為，運房局的排水管
檢查計劃需時18個月，所花時間過
長，建議局方加強人手和資源處理。
香港喉管從業員總會主席趙建強則指
出，不少住戶忽略廁所駁嘴老化，一
旦嗅到臭氣已是喉管漏氣的徵兆，有
播疫風險，建議住戶短期用油灰或玻
璃膠封口，長遠則要更換喉管。
居於藍田興田邨的鄺女士表示，她

所住的大廈樓齡已達33年，其位於2
樓的單位糞渠曾多次出現回湧，多年
來也未解決，排水口也發出「扯風」
聲音，擔心新冠病毒由廁所與糞渠接
駁位，以及排水口吹進屋內，「都做
咗好多次檢測，又見有人被接走，真
係好擔心！夜晚屎渠啲水湧出嚟真係

好核突！」

專家倡油灰玻璃膠應急
趙建強表示，早前曾到多個屋邨觀

察喉管，發現不少住戶的廁所駁嘴老
化，「唔到漏水好多人都唔會發覺廁
所駁嘴老化，大廈差十幾層都有人確
診，因全部地渠都通晒，落到尾井先
出街。」他指出，居民發現有臭氣或
污水洩漏問題，可用油灰或玻璃膠封
口，但油灰會令廁所駁嘴加速老化，
居民仍要安排盡快更換。
郭偉强指出，去年4月已約見運房

局，要求為全港屋邨檢查喉管，惟當
時只獲未有確切證據顯示喉管播疫的
回覆，及後當局推出排水管檢查計
劃，成立87人「驗喉小組」，在18個
月內檢查全港公屋排水管，承諾3月前
能檢查400棟大廈。他認為18個月的

時間太長，建議當局增聘人手加快檢
查進度，並盡快公布喉管檢查的時間
表。
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認為，

房署應向技工提供指引，讓他們可跟
從統一準則，並促請政府將新冠肺炎
納入職業病範圍，以增加對技工的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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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
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昨日新增41宗

確診個案，唯一輸入個案是英國返港的留學
生，其並無病徵，第十二天抽取第二個樣本
證實染疫，衞生署會為其進行基因分析，確
認是否感染英國的變種病毒。至於40宗本
地病例中，有16宗源頭不明，另外昨日有
超過30宗初步確診個案。
將軍澳藍田隧道地盤則出現二次爆發，前
日確診的一名56歲男子（個案8955）為該
地盤棚架管工，他於上周三（12月30日）
發病，元旦日（1月1日）得悉病毒檢測呈
陽性，昨日該地盤再有10名工人初步確
診，累計已11人染疫。
該地盤群組早前曾有一輪爆發，共有28
人染疫，當中首名確診者（個案7139）去
年12月4日發病，而最後一名確診者（個案
8630）則於12月25日發病。而地盤首次爆
疫後自去年12月9日停工，至上周一（28
日）才復工，詎料復工一周後再出現群組爆
發。

牽連工種眾多 與首爆無關聯
張竹君指出，上次爆發主要是紮鐵工人受
感染，今次染疫的工人則涉及不同工種，包
括釘板、搭棚、清潔等，兩批工人並非「同
一班人」。她指社區有隱形傳播，兩次爆發
之間並無關聯，猜測地盤的貨櫃更衣室可能
是播疫場所，「有啲個案係與佢（確診者）
共同用一個更衣室，即嗰啲貨櫃，但係咪所
有個案都係呢？又未必一定，因為我睇到部
分係做清潔。」
她表示，有關地盤需要再次停工，地盤總
人數約1,000人至1,500人，其中大概有400
人至500人與今次爆發的工種相關，具體停
工至何時則仍待商討。
政府昨晚發出強制檢測公告，要求去年
12月21日至今年1月3日期間曾在將軍澳—
藍田隧道—主隧道及相關工程地盤（合約編
號 NE/2015/01）工作或曾逗留逾兩小時的
人士，星期三（6日）或之前須進行強制檢
測。

元盛樓輝林樓列強檢廈
另外，本港昨日再多兩幢大廈須強制檢
測，分別是深水埗元州邨元盛樓及西貢翠林
邨輝林樓，居民及曾到訪人士須於周三前檢
測。張竹君表示元盛樓兩個單位共4人染
疫，兩個單位屬同層並斜向相對；輝林樓則
有兩個單位各有1人感染，兩人感染源頭均
不明，兩單位相距很遠，亦非相同號碼。
元朗吉慶圍至今則有7人確診。張竹君指
患者是住在村屋的一家人，故毋須強制檢
測。她解釋，村屋與屋邨結構不同，村屋單
位分布較散，屋邨則會共用電梯等設施。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
理）何婉霞則公布，一名69歲男病人前日
因腹痛到基督教聯合醫院急症室求診，當時
未出現發燒及呼吸道感染徵狀，故留深喉唾
液樣本後被轉至外科病房。昨日病人檢測結
果呈初步陽性，由於其未有適當佩戴口罩，
外科病房內有4名病人被列作密切接觸者，
院方已為他們安排檢測，全部結果均呈陰
性。九龍灣那打素護養院再多一名員工確
診，該院累計有兩名工作人員及兩名院友染
疫。

將藍隧道再停工

將藍隧道再停工

輝林樓強檢
輝林樓強檢 元盛樓強檢

元盛樓強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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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偉强倡增人手 加快驗公屋喉 新冠流感夾擊
7公院病床爆滿

水
邊
圍
邨
日
出
康
城
增
流
動
採
樣
站

●工聯會促當局加強檢查全港公屋喉
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採樣站昨始運作 富昌居民不滿

●深水埗富昌邨富韻樓昨天才增設流動
採樣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