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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楊新邨爆疫 R座18樓送檢
8伙半數確診或初確 防護中心料樓層有環境污染

新冠肺炎疫情持

續，越來越多住宅

大廈出現集體感

染。香港昨日新增

50宗確診個案，其中日前被納入強制檢測大廈名單的荃

灣綠楊新邨R座18樓爆疫，8個單位中有半數出現確診

或初步確診個案，涉及6名住戶。衞生防護中心相信該

樓層有環境污染，因此其餘4個單位的住戶均被列為密

切接觸者，全層居民也要送往檢疫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復星及 BioNTech 疫苗下月抵
港，政府將推出疫苗接種計
劃，並於昨日推出「2019冠狀
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網站
（www.covidvaccine.gov.hk） ，
一站式向市民發放新冠疫苗的
官方和最新資訊。待接種計劃
正式展開後，網站將提供疫苗
接種計劃詳情，並連結接種計
劃的網上預約系統，方便市民
在網上預約接種疫苗的時間及
地點。
政府發言人指出，該個專題網

站以文字、資訊圖表和多媒體形
式，就政府採購的新冠疫苗及疫
苗接種計劃發放準確及第一手資
訊，並澄清不實信息。
網站目前主要內容包括有關

疫苗的最新消息，包括哪種疫
苗已通過嚴謹的審批程序，按
《預防及控制疾病（使用疫
苗）規例》（第599K章）獲認
可在本港緊急使用，以及獨立
的顧問專家委員會就疫苗的專
業建議和意見。
網站還列出接種新冠疫苗的

好處、可供選擇的疫苗、使用
疫苗建議、不同組別或情況應
否接種等，並對疫苗的誤解作
出正確解說。網站亦有一系列
短片、動畫和資訊圖表，介紹
疫苗的安全、有效性和成分等
資訊。
此外，網站亦介紹「醫健通」

和將來可透過「智方便」查詢疫
苗接種記錄。政府稍後會推出短
片，清楚解釋網上預約程序，以
及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疫苗
所需注意的事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肩負抗
疫重任的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在應對
第四波疫情之際有重大人事調動，原本
擔任衞生署副署長的林文健昨日開始接
任衞生防護中心總監一職，而原本的總

監黃加慶則調任新開設的公共衞生服務
總監編外職位。
衞生署解釋，由於應對疫情工作日

趨繁重，而未來數個月亦須籌備並推
行全港性的新冠疫苗注射計劃，因此

在抗疫關鍵時刻，衞生防護中心特別
開設這個為期半年的公共衞生服務總
監職位，即任期至今年7月28日，以
分擔衞生防護中心總監繁重的工作
量。

黃加慶2016年11月接替前任的梁挺
雄擔任衞生防護中心總監一職，而林文
健調任後，其原本的副署長職位由衞生
署助理署長（衞生行政及策劃）李敏碧
醫生接手。衞生署未有說明林文健及黃
加慶兩人的分工，有指一人會主力跟進
傳染病，另一人則主理非傳染病的工
作。

衞署副署長調任防護中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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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經濟措施（部分）
對被勒令停業處所：
●要求所有員工或從業員定期進行檢測
●確保所有訪客使用「安心出行」
●利用科技管制人流，降低人群聚集的傳播風險
●提供誘因，鼓勵訪客先進行檢測才進場
●向持有陰性檢測結果者派發優惠券，或容許優先進場

旅遊業：
●要求業界在檢測和追蹤採取更為嚴格措施，期望可逐步重啟本地旅遊活動、重
開主題樂園和最終恢復香港與內地及海外的旅遊往來

●研究開放郵輪旅遊的可行性
●在疫情進一步受控下，研究重啓郵輪旅遊
●疫情可控後恢復與新加坡「旅遊氣泡」
●在粵港澳三地疫情均可控的情況下，通過健康碼互認檢測結果，逐步有序地恢
復居民之間的正常跨境往來

疫苗接種：
●研發數碼健康通行證技術，促進數碼健康紀錄及技術平台的互聯互通，便利市
民日後外遊

資料來源：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振興香港經濟事宜小組委員會文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疫
情反覆，香港經濟受到重挫，特區政
府向立法會提交促進本地經濟復甦建
議，包括提供誘因，以鼓勵被勒令停
業處所日後重開時吸引客人進場前先
進行病毒測試，包括向持有陰性結果
人士派發優惠券，或容許優先進場。
政府亦正與機場管理局、國際航運組
織等研發「數碼健康通行證」技術，
便利市民日後外遊。
政府昨日向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振興香港經濟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文
件，表示政府會鼓勵被勒令停業的處
所日後重開時提供誘因，包括要求客
人事前接受病毒測試，向持有陰性結
果客人派發優惠券，或容許他們優先
進場。與此同事，有關部門正與機場
管理局、國際航運組織及其他不同組
織和機構研發「數碼健康通行證」技
術，以便利市民日後外遊。
同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正與各行
業商討，鼓勵業界營運者實施更嚴格
的防疫措施，為重開作好準備，包括
要求所有員工或從業員定期進行檢
測；要求客人使用「安心出行」特定

二維碼，方便追蹤確診者及其接觸者
的去向；利用科技管制人流，降低人
群聚集的傳播風險。

待疫情好轉將重啟「氣泡」
在旅遊業方面，政府將要求業界

在檢測和追蹤方面採取更為嚴格的
措施，期望可逐步重啟本地旅遊活
動、主題樂園，重新吸引內地及海
外遊客，並研究重新推動郵輪旅遊
的可行性。待疫情可控後，政府會
重啟「航空旅遊氣泡」，同時研究
粵港澳三地通過健康碼互認檢測結
果，逐步有序地恢復居民的正常跨
境往來。
此外，特區政府正設置「電子針
卡」和預約登記系統，方便市民日後
外遊，並提到疫情突顯了發展和應用
科技的重要性，不少措施牽涉創新及
科技的應用，本地研發的科技產品和
應用方案在這場防疫抗疫戰扮演着支
援的角色。政府亦為包括旅遊、會議
及展覽、電影業等不同行業採取一系
列防疫措施以準備復業，從而促進本
地經濟復甦。

政府倡處所向「陰客」派優惠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瑪麗醫院心
胸外科病房繼上月中後再次發生天花滲漏事
件。該病房的上層是住有新冠確診病人的隔
離病房，一名男病人、一名護士和一名清潔
工人被水點濺中，須接受醫學監測和病毒檢
測，檢測結果均呈陰性。醫院對受事件影響
的病人致歉，決定下周進行全面渠管維修及
改善工程，預計一至兩周內完成。
醫管局上月13日曾公布瑪麗醫院心胸外科

病房天花出現滲漏。當時，一名男病人的小
腿被水點滴中，導致四個心胸外科非緊急手
術需延期。
病房天花經緊急維修後，仍然再發生滲漏

事件，醫管局表示經工程人員檢查發現，上

層隔離病房污水渠滲漏，水滴滲漏至下層天
花，導致心胸外科病房天花出現水滴。
一名男病人在今次事年中被濺中頭部和右

手，並表示懷疑有水滴濺入眼睛；另有一名
護士被濺中頭及面部，隔離病房一名清潔工
人亦在工作時被水點濺中面部。

三人病毒測試結果呈陰性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家獻昨
在疫情簡報會上指出，被濺中的男病人仍需留
醫治療，為審慎起見，院方已安排他入住隔離
病房，被濺中的護士及清潔工人要接受醫學監
察，而三人的病毒測試結果均呈陰性，院方亦
已採集滲漏水滴測試，樣本亦是陰性。

他續說，有關心胸外科病房已圍封部分範
圍完成緊急維修工程及滲漏檢查，並進行徹
底消毒，共12名病人暫調至病房其他範圍，
有兩宗原排期昨日進行的心胸外科非緊急手
術要延期，院方已重新安排手術時間，並對
受影響病人致歉，至於隔離病房服務則未受
影響。
被問及為何未在上次滲漏後改善，他解釋，
局方當時已進行緊急維修，包括加強水箱功能
等，但因疫情一直升溫，未能立即騰空病房全
面維修。經過今次事件，醫院決定下周進行全
面渠管維修及改善工程，預計一至兩周內完
成，其間心胸外科病房病人會轉到其他病房，
部分隔離病房或關閉進行維修。

瑪麗醫院隔離病房滲漏 濺中下層3人

昨日疫情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新增確診個案：50宗

●輸入個案：2宗（一宗來自杜拜，感染變種病毒；
一宗為來自印尼的外傭）

●不明源頭個案：16宗

●有關聯個案：32宗

●初步確診：30多宗

部分群組

●荃灣綠楊新邨R座18樓新增1宗確診個案，
累計6人確診，18樓所有住戶須送往檢疫

●廣華醫院重建地盤5名工作人員確診，所有
員工須強制檢測

●紅磡永明粥店群組至今累計10人確診，分別
是7名員工及3名家人

新增強制檢測大廈

指定區域

●油麻地窩打老道榮德大廈

●紅磡溫思勞街31號

●紅磡必嘉街樂嘉大廈

其他區域

●深水埗麗安邨麗平樓

��(���

衞生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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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新增的確診個案
中，有兩宗為輸入病例，餘下48
宗本地個案。有16宗感染源頭不
明，32宗則與其他個案相關，另
有30多宗初步確診個案。
其中，綠楊新邨R座18樓懷疑

出現小型爆發。張竹君表示。該
處陸續有住戶確診，而全層8個
單位中3個單位有確診個案，另
一單位亦有1人初步確診，共6
名住戶染疫，「當然我哋覺得喺
18樓可能出現傳播，可能係有個
案嘅時候發生，我哋初步問過，
佢哋係互不相識嘅，有打招呼但
並不認識。」
她認為18樓可能曾出現環境污
染，但未有抽取環境樣本，因為
之前有確診個案時已要大廈進行
大清洗，「我哋攞唔到陽性，唔
代表無傳播。」同層其餘4個單
位則被列作密切接觸者，全部須
撤離送往檢疫中心。
R座另一樓層也有確診個案，
但未有其他聚集，相信沒有關
聯。

四棟樓宇納強檢名單
在新增個案中，張竹君表示有7
宗來自油尖旺區：4宗位於佐敦指
定區域內，旺角指定區域則新增
兩宗病例，深水埗區錄得3宗，
其中1宗在指定區域內，是住在
鴨寮街173至175號，大廈的污水
樣本早前持續呈陽性，此外有11
宗在九龍城。
再有四棟樓宇被納入強制檢測

名單，包括有兩個單位分別有3
人和1人確診的深水埗麗安邨麗
平樓。
位於油麻地/旺角指定區域的窩
打老道榮德大廈有1人確診，另
紅磡指定區域則有兩棟樓宇要強
檢，其中紅磡溫思勞街31號有1
人染疫，而必嘉街樂嘉大廈則有
一戶兩人確診。

廣華醫院地盤5人確診
張竹君又表示，廣華醫院重建

地盤有5名工作人員確診，故已
發出強制檢測令，要求所有工作
人員檢測；海灣軒海景酒店有5
名保安及1名維修工人確診，約
80 名工作人員需要檢疫。此
外，紅磡永明粥店群組至今累計
有10人確診，分別是7名員工及
3名家人。
香港再有一名患者死亡後證實

染疫，張竹君表示，於昨日始確
診的87歲男子（個案10324），
於本月23日在家中暈倒送院後去
世，經殮房法醫抽取遺體樣本
後，發現屬陽性個案，其兩名家
人早前及昨日分別確診。
前日疫情簡報會公布的一名58

歲女子也是在驗屍後才證實染
疫。
至於新增的2宗輸入個案，44

歲女患者為一名本月27日由印尼
抵港的外傭，另一名於本月23日
由杜拜抵港的34歲男子則在酒店
檢疫時確診，其病毒有N501Y基
因，即屬變種病毒，但暫未知屬
英國或南非的變種病毒，需要作
進一步基因分析。

●荃灣綠楊新
邨R座 18 樓
先後有4個單
位有人確診。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