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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華醫院重建工程地盤爆疫，

上周六（23日）起先後有5名工

人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但有工友

投訴地盤並未有按衞生防護中心

建議停工14天。衞生防護中心傳

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表示「聽

聞」承建商只擬停工兩三天，會

再與其溝通。醫管局承認，承建

商一直有和局方溝通，但由於事

件沒有影響醫護或病人，因此沒

有對外公布。地盤承建商中國建

築回應表示，在出現確診個案後

地盤曾消毒及停工，並由昨日起

再停工14天。另外，昨日新增個

案跌至39宗，但張竹君表示，仍

未能確定疫情有下跌趨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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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華地盤再爆疫 昨起停工兩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紅磡永明
粥店的感染群組持續擴大，昨日再多一
名職員確診，另有一名職員家屬初確，
令累積感染人數增至8人。香港大學感染
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估計，該食肆
的傳播鏈早在一周前潛伏，或出現多於
一代的傳播，他認為本港再出現食肆感
染群組是一個警號，反映病毒在社區活
躍。隨着農曆新年將至，市民外出或更
頻繁，他擔心本港疫情在農曆新年後會
反彈。
永明粥店至今累積8人染疫，雖然暫未

有食客確診，但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
主任張竹君昨日在疫情記者會上，呼籲
食客自願接受檢測，又表明如日後出現
食客確診個案，或會要求指定時間內到
訪的食客進行強制檢測。
何栢良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指

出，自從政府上月初收緊社交距離措
施，包括實施晚市禁堂食措施，以及勒

令多個場所關閉後，食肆感染群組基本
上銷聲匿跡，但現時再出現相關群組個
案，反映「病毒喺社區好活躍」，他形
容「有零星群組係一個警號」，必須小
心應對。
他續說，根據以往食肆確診群組的情

況，當發現時已不是單一個案，而是多
宗個案，因此他估計今次粥店的傳播並
非近一兩日發生，而是早在一兩個星期
前已出現傳播，至今「起碼傳咗多於一
代」，若店內空氣不流通，有確診者曾
除下口罩用膳，更不排除有食客可能受
感染。

何栢良憂過年後疫情反彈
何栢良促請政府盡快完成相關個案的

追蹤及檢測工作，否則隨時引發另一次
比較嚴重的社區爆發，到時才封區、封
樓或突擊圍封絕非良好策略，只屬「補
鑊」性質，而非預防及堵截。

他直言，現時本港社區仍有廣泛傳播
鏈，近四成個案初步無源頭，形勢相當
令人擔心，加上農曆新年將至，市民無
可避免會頻繁外出，以及參與跨家庭活
動，若確診個案在農曆新年前沒有明顯
回落，擔心在過年後疫情會出現反彈，
「大家真係唔想見到呢種情況！」

粥店群組增至8人
專家料病毒活躍社區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文森 ) 特區政府
正透過大廈污水監測新冠病毒，環境局
局長黃錦星昨日表示，現時污水檢測已
增至每日可處理20多個採樣點，政府會
進一步加大檢測能力，並形容污水檢測
猶如「粗少少嘅雷達」，屬於輔助工
具，若結果呈陽性，就有很大可能出現
病毒來源。但他承認不一定能找出確診
者，如若渠管錯駁至清水井而非污水
井，便有可能檢測不到病毒。
黃錦星昨日上午接受電台訪問時指

出，污水監測有類似群組監察的效果，
過去一個月的監測結果顯示，該監測技

術對抗疫有一定輔助作用，因若監測結
果呈陽性，便有很大可能出現病毒來
源。
他續說，即使監測結果呈陰性，亦不代
表大廈內沒有受感染患者，並形容此方法
是一個「粗少少嘅雷達」，能否檢測得到
與居民的生活習慣、渠管接駁等有關，
「居民幾時去洗手間，或者污水渠有冇駁
錯、渠係咪喺舊區，如果渠駁去清水井而
唔係污水井，都可能會檢測唔到。」

黃錦星：增購儀器加大檢測
黃錦星直言，政府的檢測能力並非無

限，所以要先留意哪些地方的風險較
高，才在哪裏進行監察。目前，局方每
日最多可以在20多個採樣點進行污水檢
測，覆蓋油尖旺、九龍城、新界及北角
不少大廈及街區，政府已增加訂購儀
器，期望可進一步加大檢測能力。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

良也同意污水檢測有輔助作用但有局限
性，因為並非每個新冠感染者的糞便都
有病毒，所以在污水檢測呈陽性，首先
會有時間上的滯後，惟滯後多少目前暫
未能掌握，故即使污水檢測呈陰性，也
不等於那大廈沒個案或傳播鏈。

污水檢測「粗雷達」若陽性易現來源

廣華醫院重建工程地盤有工友向傳媒
投訴，指早先有一名管工及一名分

判商職員確診，但承建商未有發布通知，
僅表示地盤要做清潔，及要求員工周一及
周二（25日及26日）毋須返工。隨後，
再有釘板工人受感染，但承建商既沒有公
布，更沒有停工，地盤持續運作至前日。
工友質疑管理方隱瞞信息，為趕工漠視工
人健康。
張竹君昨在疫情簡報會上被問及此事時
確認，該地盤有5名工友確診，而確診者
並非居於政府劃出的指定區域內，且個別
染疫者曾一起吃飯，整個地盤約有三四百
名工作人員，均會安排進行病毒檢測，部
分人士則須要送往檢疫。
她表示，一般而言，地盤或辦公室發現
有一名員工確診，中心都會建議停工14
天，廣華醫院地盤發現首宗確診後，中心
亦有作出相關建議，不過聽聞有關地盤管
理方並不願停工14天，中心會繼續與承
建商溝通。

指4至6宗不特別提出非罕見
對未有即時向公眾報告事件，張竹君
稱，若同一地點有大量確診，「好似永明
粥店七八宗個案」就會在記者會上公布，
但若只有4宗至6宗則不會特別提出，這
種情況並不罕見，至於出現10宗以上個
案則會放上網，列為群組。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家
獻表示，承建商一直有和醫管局溝通，局
方知悉承建商有進行消毒清潔，並與防護
中心聯絡，由於事件沒有影響醫護或病
人，因此沒有對外公布。局方會根據公眾
反應作出檢討，改善報告的透明度。
中國建築昨日回應表示，上周六收到有
確診的通知後，已即時安排地盤停工進行
清潔消毒，並要求全體地盤人員檢測，所
有工友職員須持有48小時內的陰性核酸
測試報告方可再次進入地盤。前日下午，
公司再接獲防護中心通知有工人確診，故
已於昨日按建議停工14天。

昨增39確診 20宗無源
本港昨日新增39宗確診個案，38宗屬

本地感染，當中20宗源頭不明，包括麗
港城第七座一名53歲男子，令上址至今
已有兩個同坐向單位合共3人確診。張竹
君表示，兩個單位雖同坐向，但相隔10
多層，暫未知是否出現垂直傳播，而麗港
城第七座因此被納入強制檢疫名單，要等
候強制檢測後才知會否出現三個或以上單
位確診，而屆時可能要找專家視察。
麗港城第5座早前因有多單位出現確診
病例，部分住戶須撤離，張竹君表示中心
在5座採集的25個樣本全部呈陰性。被問
到7座與5座設計相同，7座住戶是否也須
撤離時，張竹君表示暫時只有兩個單位有
確診，須觀察是否再有個案出現。
對個案有回落，張竹君表示，確診宗數
好像稍為穩定，惟昨日仍有四十多宗初步
確診個案，現未能確定疫情有下跌趨勢，
且新增個案廣泛分布於全港各區，包括樂
富、大角咀、牛頭角、元朗、北角等，若
出現超級傳播者，可能會再有大規模爆
發。

昨日疫情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新增確診個案：39宗

●輸入個案：1宗（來自韓國，感染變種病毒）

●不明源頭個案：20宗

●有關聯個案：18宗

初步確診：逾40宗

部分群組及確診個案

● 廣華醫院地盤：累計5名工人確診，
衞生署建議地盤停工

● 紅磡永明粥店：增一名員工確診，累
計8人染疫

●個案10118：58歲女子，本月15日離
世，是密切接觸者，驗屍採樣證實確診

新增強制檢測大廈

●麗港城7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本港昨日
新增的確診病例中，唯一一宗輸入個案
的24歲男患者（個案10315）是從韓國
抵港，經快速測試發現其感染的病毒帶
有「N501Y」基因，屬英國或南非變種
病毒，需做進一步檢測才知道具體類
型，而上周四（21）亦有兩宗輸入個
案，同樣發現有變種病毒基因。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

示，昨日由韓國抵港的輸入個案患者，
經公共衞生化驗所快速測試發現其感染
的病毒帶有「N501Y」基因，而英國及

南非的變種病毒亦帶有此基因，但具體
其感染英國抑或南非的變種病毒，則要
進一步進行基因分析。
她又透露，早前兩宗輸入個案亦發現

帶有變種病毒基因，其中一名23歲男患
者（個案9943）上周四由瑞士經多哈抵
港，相信其感染的是類似英國變種病
毒；另一37歲女患者（個案9946）同日
則由菲律賓抵港，其感染病毒亦攜帶
「N501Y」基因，暫未分辨到屬哪一款
變種。
張竹君指出，化驗所會為所有確診個

案 進 行 快 速 測 試 ， 看 是 否 攜 帶
「N501Y」基因，其後再作詳細基因分
析，暫時所有變種的病毒個案均是輸入
個案，而本港至今發現16宗個案均帶有
類似英國的變種病毒，兩宗類似南非的
變種病毒，另有兩宗未分類。
她並承認近期香港國際機場有較多人

確診，患者分別任職食堂廚師、行李運
送、地盤工人等，但多宗個案之間暫未
見有關連，不排除患者於其他地點感
染，衞生署已加強機場檢測，會跟蹤感
染個案，不排除會做大型測試。

韓國抵港男患者 快測揭染變種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最快下月開展
新冠疫苗接種計劃，香港
大學醫學院昨日公布最新
調查顯示，不足四成六受
訪市民表示有意接種新冠
疫苗，較去年下半年每月
約六成受訪者願接種有顯
著下跌，不接種原因主要
是擔心疫苗副作用、安全
性和成效。政府專家顧
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
偉指出，只有科學才能帶
大家走出疫情的幽谷，認
為當局要盡力以科學數據
以理服人，增強市民的信
心。

較去年顯著下跌
港大醫學院過去一年進

行了七輪電話訪問調查，
本月調查顯示僅45.9%受
訪者有意接種新冠疫苗，
較去年6月至11月期間的
55%至67%顯著下跌；另
一方面，醫學院亦以隨機
抽樣模式，每周一次了解
市民面對疫情及相關範疇
的態度及行為，得出約
50.2%有意接種疫苗，亦
較去年 11月的 67.4%減
少。
研究團隊指本港年紀較

小、教育程度較高、較富
裕的群組，都較少人願意
接種，如18歲至39歲年

輕組別只有約三成表示願接種疫
苗。
梁卓偉指出，巿民主要擔心疫

苗副作用，隨着接種計劃臨近，
市民信心下跌不足為奇，「好多
人紙上談兵就一定會做，要打疫
苗時就等等先」。他指調查顯
示，願接種的受訪者中有48.9%表
示先抱觀望態度，觀察其他人士
接種後的反應，並於計劃時段內
較後時間才接種。
他表示，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因

此有責任檢視疫苗風險，「我想最
重要做嘅工作就係如何畀信心公
眾，就係我哋要睇清楚，因為𠵱 家
資訊好發達，（有關注射疫苗後出
現的狀況）到底有冇關連，無論話
面癱定係脊椎橫切性嘅發炎症狀，
甚至是有一啲死亡個案嘅案例，呢
啲就係點解會有一個專家委員會專
門去睇。」他指當局要以理服人，
開誠布公，向市民提供更多疫苗科
學資訊，以增強市民的信心。
至於政府採購的三款疫苗，

55.9%受訪者接受復星/BioNTech
「復必泰」疫苗，另36.7%接受科
興疫苗，而35.3%接受阿斯利康疫
苗。對於行政長官表明會向中央爭
取為本港提供國藥疫苗，梁卓偉認
為是好事，香港也要實事求是，最
重要是看清楚科學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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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粥店再多一名職員確診，另有一
名職員家屬初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廣華醫院重建工程地盤再有工人確診廣華醫院重建工程地盤再有工人確診，，
昨日起停工昨日起停工1414天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醫局承建商一直有溝通 稱無礙醫護病人無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