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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跑群組9住元朗 恐病毒擴散
昨添4染疫 累計15人中招

新冠肺炎疫情反覆，香港昨日新增53宗

確診個案，較前日多近九成，其中早前爆發

疫情的機場三跑工程地盤，昨日再新增4名

工人確診，群組累計已有15人染疫，確診工

人居住地區以油麻地、佐敦及元朗為主，當

中9名確診者居於元朗，並有將病毒擴散到

元朗的風險，故昨日新增的9棟被列入強制

檢測範圍的大廈中，元朗區也榜上有名，但

油麻地廟街及新填地街仍是「疫廈」重災

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53宗

●輸入個案：9宗（6宗來
自印尼，2宗來自菲律
賓，1宗來自俄羅斯）

●不明源頭個案：17宗

●有關聯個案：27宗

初步確診：逾20宗

群組感染個案

●機場三跑地盤：增4宗確
診，累計13名工人及2名
家屬染疫

新增強制檢測

指定區域

．油麻地新填地街159號

．油麻地渡船街251號至252
號富景洋樓

．油麻地廟街165號至167號

．油麻地文昌街1號至7號文
蔚樓

．深水埗鴨寮街258號

．紅磡必嘉街67號至69號

．紅磡寶其利街24號至42號

其他區域

．元朗鉅發大廈1座

．天水圍天恒邨恒樂樓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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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距離農曆新年不足兩星期，原
訂本周三屆滿的防疫措施會否
鬆綁成關注點，但食物及衞生
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回應查詢時
表示，香港疫情反覆，政府會
採取更果斷和嚴厲的措施，進
一步加強各項防疫措施的精準
度，暗示放寛的空間有限。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

處主任張竹君更呼籲，市民如
有病徵，拜年前宜自行作病毒
檢測。
昨日陳肇始出席一個公開活

動時總結，1月15日至28日期
間，全港共錄得907宗新冠肺炎
確診個案，當中約38%源頭不
明，認為疫情仍然反覆，需要加
強各項防疫措施的精準度。

張竹君籲拜年前自行檢測
張竹君也在疫情記者會上表

示，呼籲市民拜年時需特別小
心。「大家如果真的要相聚，真
的要特別小心，如果有少許病
徵，可能要先做測試或自己到過
高危地方，做了測試，在食飯前
一兩日會好些，若有病徵，或即
使做了測試是陰性，可能也要避
免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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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
日在疫情簡報會上指出，新增的

53宗確診個案中，9宗為輸入病例，而
44宗本地感染個案中，則有17宗源頭未
明，初步確診個案則回落至20多宗。

昨增53確診 9屬輸入病例
張竹君表示確診數字反覆，未見有持
續向下趨勢，且若有大廈被列入強制檢
測公告，很可能就會找到新的確診個
案，顯示社區仍有很多無病徵或輕微病
徵的患者。
本地個案當中，機場三跑工程地盤再
多4名男工人（個案10418、10425、
10450及10452）確診，4人屬同一工程
合約，即負責3303合約的跑道地面燈
號工程，他們分別居於元朗俊賢坊2號
恆運樓、天水圍天恩邨恩澤樓、油麻地
廟街167號，以及屯門豐景園1座。
其中個案10418上周二（26日）發
病，個案10425則沒有病徵，而三跑地
盤群組暫累計13名工人及兩名家屬確
診。
該群組首名確診者為37歲女子，居
於油麻地/旺角指定區域內的油麻地眾
坊街59A號，1月22日確診，而連同她
在內，15名染疫人士中有4人居於油麻
地及佐敦，包括昨日確診的一名工人居
於廟街167號，而該棟樓宇昨亦列入強
檢名單。

工人共用更衣室易播疫
對於油麻地等「疫區」與地盤爆發之

間的關聯，張竹君指油麻地等疫情較嚴
重區域有不少人從事建造業，令每個地
盤都有可能爆發，加上建築工人需較多
體力勞動，工作時難長時間戴口罩，亦
會共用更衣室，令病毒更容易傳播。
根據資料，三跑地盤群組較多確診者

居於元朗，暫時已有9名確診者為元朗
居民，恐令病毒擴散至該區。也有兩名
確診者分別居於天水圍天恩邨和屯門豐
景園。
三跑地盤群組早於上月22日出現首

宗個案，但衞生防護中心延至近日才公
布，張竹君否認「後知後覺」，她解釋
每日有數十宗確診個案，可能涉及多個
地盤，故不會逐個公布，而機場三跑地
盤範圍大，同一合約地盤有多於一名工
人確診後，中心已要求地盤停工及安排
接觸者檢疫，及至地盤群組接近10人
確診時，中心亦於記者會交代爆發情
況。

9廈列強檢 7屬指定區域
另外，再多9棟大廈被列入強制檢測

範圍，其中7棟屬指定區域，包括油麻
地新填地街159號、渡船街富景洋樓、
廟街165號至167號、文昌街文蔚樓、
深水埗鴨寮街258號、紅磡必嘉街67號

至69號及寶其利街24號至42號。另有
兩棟大廈有2個或以上單位出現無關連
確診個案，其中元朗鉅發大廈1座涉及
2個不同坐向及層數的單位，共3人確
診；天水圍天恒邨恒樂樓涉及2個不同
坐向及層數的單位，共8人確診。
不明源頭個案中，有兩宗是因大廈污

水樣本呈陽性須強檢而找到，有6人是
新加入強制檢測大廈名單的住戶，另部
分不明源頭患者是退休人士、家庭主
婦、紅磡街市檔主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繼早前將軍澳藍田
隧道及中九龍幹線中段隧道地盤爆疫後，機場三
跑地盤亦出現同類情況，令人關注地盤工人有播
疫風險。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
殷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建議政府仿效現
時小區圍封模式，發現有地盤存在爆疫風險時突
擊封鎖，要求所有工人接受強制檢測，以盡早切
斷傳播鏈。有建造業工會則指出，其實各地盤均
大致做足防感染措施，但建議政府定時派醫療團隊
到地盤派樽及收集樣本，提高地盤工人的檢測率。
曾祈殷指出，地盤工人從事繁重體力勞動，未
必時刻遵守規定佩戴口罩，且共用更衣室，交叉
感染風險較高，而工人收工後很可能將病毒帶到

社區，導致疫情擴散。
他建議特區政府在發現地盤存在爆疫風險時，

採取突擊式圍封行動，要求所有工人接受強制檢
測，同時根據檢測結果考慮是否延長封鎖地盤時
間，「如果確診比例較高，則要及時撤離工人，
並喺7天同14天後重複檢測。」
他並認為，等待檢測結果時可一併採集環境樣

本檢驗，進一步排查可能的傳播途徑。
他認為，政府應思考有何方法可以提早發現地

盤的風險，例如定期為地盤工人抽樣檢測等。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職業安全健康總幹事潘偉傑

指出，其實自去年7月有地盤爆疫後，各地盤業
主、承建商及二三判均有做足量體溫及工人用膳

時有效分隔等防感染措施，「尤其係較具規模嘅
工程，因萬一出現確診個案，地盤要停工，故大
家都唔想工地出問題令工程延誤。」

工人出示陰性證明才開工
他表示，大部分地盤亦要求新到的工人出示近

期病毒檢測陰性證明才可開工，已將傳播風險大
大降低，故不太擔心某個地盤因出現確診個案要
停工後，工人再到其他地盤「播毒」情況。不
過他亦呼籲地盤工人多做檢測，同時建議政府加
密針對地盤進行檢測工作，包括定時派醫療團隊
到地盤派樽及收集樣本，「因部分檢測中心地點
唔方便，會影響地盤工人接受檢測嘅意慾。」

專家倡突襲圍封地盤做強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韵
琪）全港社區抗疫連線昨日下
午於銅鑼灣太平大廈舉辦「你
我抗疫齊做到 健康開心過新
年」宣傳活動，並動員全港十
八區義工深入各社區社群，派
發口罩等防疫物資，為有需要
的市民提供支援。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出

席該活動時指第四波疫情在本
月中出現反彈，過去7天本地
個案平均數字雖然在減少，呈回落趨勢，
但強調仍不可鬆懈。
他表示，農曆新年將近，政府會在未來

兩星期擴大檢測和加快個案的追蹤工作，
而接種疫苗的相關流程和籌備安排都在進
行當中，希望能夠遏制疫情的發展。他又
稱，感謝公務員團隊的同事們，積極協
助、參與社區清零和檢測工作。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總召集人陳振彬表

示，第四波疫情持續多個月，社會各界均
期望確診個案盡快減少，加上農曆新年將
至，大家十分期盼疫情緩和，令各行各業
趕及在新春節慶前後回復正常。因此，連
線透過新一輪線上線下宣傳活動，邀請多
名本港具影響力的醫護專業人士分別拍攝
宣傳短片，在為市民大眾送上節日祝福的
同時，向各界宣揚留家抗疫，呼籲大家切
忌鬆懈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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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昨日表示，醫
管局正為亞博館旁的臨時醫院配置
醫療儀器進行各項測試，預計２月
準備好，為抗疫提供更好裝備。臨
時醫院每間病房均按標準負壓隔離

病房規格建造，整體布局則採取「醫患分隔」，以減
低感染風險。
黃偉綸昨日在網誌撰文指，該個命名為「北大嶼山醫

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的臨時醫院，建造工程富挑戰
性，工期緊湊，一般醫院需時三四年建成，但臨時醫院
四個月便竣工，規模與一般醫院無異。他再次感謝中央
政府、廣東省政府、深圳市政府和武漢專家等的支持和
指導，以及工程團隊和數千工友日以繼夜的努力。
他在網誌中引用建築署工程策劃總監梁健德介紹，

臨時醫院佔地約3萬平方米，設六座兩層高病房大
樓，提供816張負氣壓病床，並設有一座醫療中心，
內有藥房和實驗室，可提供核酸檢測服務，另有一座
能源中心和其他醫療配套設施，包括一座容量達1.1
萬公升的液態氧氣缸，可連續5天至8天供應氧氣。
梁健德指醫院整體布局採取「醫患分隔」，即是把

六座大樓中央通道位置，預留作輸送清潔物資和醫護
人員的進出，醫療廢物則沿外圍通道送走，以減低感
染風險。另外，每間病房均按標準負壓隔離病房規格
建造，如病房入口設有前室作緩衝區，病房外氣壓經
前室到病房時逐步降低，以單向氣流阻隔病毒傳播。
病房大樓每層有72張病床，並設兩個護士站，而
醫院外牆使用柔和顏色並加上圖案，冀紓緩病人心
情。由於當中兩座病房大樓較近港鐵路軌，建築團隊
亦特別在大樓旁增設綠化隔音牆，以免病人受噪音影
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新冠
肺炎疫情持續，多個地區被
劃為「指定區域」或「受限
區域」。香港紅十字會昨起
至周四（2月4日），一連5
天派出職員及義工到紅磡、
深水埗及油麻地，為受影響
人士提供即時精神健康及防
疫資訊、派發抗疫用品，向
弱勢社群提供協助。
紅十字會表示，曾於1月
24日及25日派出職員及義
工到其中一個「受限區域」
油麻地及佐敦一帶為受影響
人士提供多項人道服務，逾
1,400名人次受惠。此外，
發現近六成受訪人士表示最
需要的支援是防疫物資，特
別是口罩，部分受訪人士表
示因口罩儲量不多而須循環

再用，還有部分人表示面對
經濟壓力及防疫資訊不足的
困難。
紅十字會建議，公眾即使

未能相聚見面，亦可以電
話、網上視訊等方式與親友
分享自己的生活點滴。
此外，市民應做好個人防

疫措施，保持環境衞生等。

抗疫連線義工18區派防疫物資紅會撐「受限區」防疫品派足5天

●香港紅十字會派義工到紅
磡、深水埗及油麻地，為受
影響人士提供協助。

香港紅十字會fb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舉辦「你我抗疫齊做到，健康開心
過新年」宣傳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臨時醫院包括六座病房大樓及一座醫療中心，共提
供816張負氣壓病床。 網誌圖片

●新增個案包括4宗涉及機場三跑工程的工作人員，累計群組有13名工人及兩名緊密接觸者受感染。 中通社

●新增9幢大廈須強制檢測。圖為須強
檢的廟街165號至167號。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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