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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區四途出擊 掐熄爆疫火苗
目標屋宇質素差易播疫 政府果斷封樓阻蔓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特區政府昨晚主動出擊，一口氣「突

圍」九龍區和元朗區共四個「受限區

域」，為區域內的市民進行強制檢測，

目標均是今日上午約7時完成行動。政

府今次的行動走在疫情爆發前，被圍封

的目標區域累積確診個案不多，卻有爆

發的苗頭，其中彌敦道金鑾大廈及馬頭

圍道隆基大樓昨日各增兩宗個案，而且

屋宇質素欠佳，隨時有傳播予其他居民

的危機，為阻截疫情蔓延，政府昨晚果

斷封樓。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34宗

●輸入個案：5宗（兩宗來自印
尼、1宗來自菲律賓、1宗來自
杜拜、1宗來自尼泊爾初步找
到N501Y變種病毒）

●不明源頭個案：8宗

●有關聯個案：21宗

初步確診：20多宗

群組感染個案

●救世軍南山長者之家一名2樓
院友初步確診

新增強制檢測大廈

指定區域

●深水埗長沙灣道95號至99號
鑽石樓

其他區域

●薄扶林道63號1座

●油麻地白加士街66號至66A號

●愛民邨敦民樓

●家維邨家禮樓

●北角堡壘街偉文大廈

●西營盤威利麻街星輝大廈

●何文田邨逸文樓

●綠楊新邨D座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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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藍田麗港
城第五座及第七座前晚被列為「受限區
域」，居民禁足接受強制檢測後，昨晨7
時45分完成檢測行動。整個行動共有469
名居民接受檢測，未發現確診個案，但其
間有兩人的樣本呈弱陽性，故解封時間較
原訂時間推遲約45分鐘。多名市民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為了徹底清
除屋苑的傳播鏈，耽誤少少時間也不成問
題。更有上月遵守屋苑首次強檢令而發現
確診的住戶稱讚，強檢有助找出隱形患
者，希望市民盡公民責任接受檢測，讓社
區回復安全。

強檢始知「中招」：封區有必要
住麗港城第五座的李先生支持封區做

法，認為有助找出隱形帶病毒者，他就是
其中一名成功例子。該屋苑第五座上月接
連有住戶確診後，政府向大廈居民發出強
制檢測令，李先生上月21日按規定接受
檢測後，發現呈陽性才知自己是隱形患
者，翌日他入院，住院9天康復。前晚屋
苑被封期間，他向檢測人員出示抗體證明
及入院文件，檢測人員為謹慎起見，要求
他再接受檢測，並無「復陽」。李先生認
為，封區檢測有必要性，「謹慎啲大家都
安心，因為部分人較遲發病，封區有助找
出隱形患者，希望居民互相體諒。」
麗港城第七座居民張小姐更表示，對封

區期待已久，「早啲封更好，有爆疫嗰陣
第一時間封鎖就最好。」她讚同政府的雷
霆行動，「有人話要預早通知畀居民準

備，但其實就應該話封
就封，才不會走漏個
案。」她又透露，前
晚政府工作人員盡職
盡責，家家戶戶叩門
提醒及查閱檢測結果短
訊，「叫我哋出示身份證和
（陰性結果）報告，仲要對
個樣，如果有人喺廁所，都
會等埋所有人出來，好負責，好有禮
貌。」問及行動對生活影響，她反問道：
「會有咩影響？一個夜晚啫。」

行動有效消除居民憂慮
第五座居民黃太指行動有效消除居民的

憂慮，「之前喺屋企我都驚驚地，擔心抽

氣問題，在家都膽戰心驚。」她批評，部
分居民不配合強制檢測，行為自私，導致
大樓被封，累人累己，「都唔知點解佢哋
之前唔做(檢測)。」她還稱讚今次行動迅
速，事先完全沒有洩露風聲，「咁就唔會
走漏個案，確保個個都做咗檢測。」

麗港城確診戶讚強檢覓「隱者」

昨增34確診 院舍「老友」初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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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興街42至58A號
元朗好彩洋樓：1宗

馬頭圍道
隆基大樓
A座：3宗

眾坊街
59A號：1宗

註：確診宗數為過去14天數字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芙釵 組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香
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昨日新增34
宗確診個案中，8宗為源頭不明本地
個案，另有超過 20 宗初步確診個
案。初步確診個案中，涉及一名安
老院院友，初步懷疑與早前確診的
替假職員相關，該職員曾替他沖
涼、換衫等，有較密切的接觸，該
院舍同層約有50名院友需要送往檢
疫。另外，機場三跑工程再多1名工
人初步確診，相關工作範圍已消
毒，而接載工人往返工地的船隻亦
已消毒。

疑被替假職員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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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邨救
世軍南山長者之家一名住2樓的院友
初步確診，經調查後，相信與早前確
診的一名替假工作職員（個案編號：
10148）相關，會安排同層院友、該
職員曾照顧的院友，以及其他相關工
作人員接受檢疫。
張竹君指出，該名初步確診的院友

需要人照顧，不曾離開院舍，而早前
確診的替假職員曾替院友沖涼、換衫
等，傳染期期間曾上班，同層約50名
院友需要檢疫，工作人員數量仍在點
算中。
機管局昨日表示，接獲一名三跑系

統工程分判商工人對新冠病毒檢測初
步呈陽性的報告，該工人最後上班日
期為上月30日。相關工作範圍已徹底
清潔和消毒，而接載工人的船隻也已
安排消毒和清潔。

尼泊爾抵港者帶變種毒
另外，5宗輸入個案中，發現一名

從尼泊爾抵港的入境人士，帶有變種
病毒。他於上月19日抵港，在酒店檢
疫至第12天時接受病毒檢測，發現
N501Y變種病毒。
醫管局由於系統故障，公立醫院急

症室服務和住院病床使用率數據於前
日和昨日未有適時更新。

彌敦道80號
金鑾大廈：3宗

特區政府昨晚7時起連環出擊，率先突擊圍封
尖沙咀彌敦道80號金鑾大廈、元朗安興街42

號至58A號好彩洋樓。一小時後，圍封紅磡馬頭圍
道23號至35號隆基大樓。昨晚8時半，再向油麻
地新填地街142號至148號、眾坊街59A號、59B
號、59C號、新填地街150號至160號、永星里2A
號發出限制與檢測宣告，受檢者須留在其處所並接
受強制檢測，目標於今早約7時完成行動。

大廈衞生欠佳 住戶認同做法
每次圍封行動都由警方作先頭部隊，一馬當先到場
圍封「受限區域」一帶，隨後政府人員從貨車搬下鐵
馬，封鎖所有出入口，並在附近設置帳篷為檢測作準
備。其中，尖沙咀金鑾大廈昨晚7時被警方以拉閘、
鐵馬等圍封，兩輛流動檢測車昨晚8時許到場。
大廈住戶指出，該大廈衞生環境欠佳，但部分單

位被劃為劏房，擔心難以徹底追蹤感染源頭，認為
政府封區行動雖造成不便，但認同政府封區作強制
檢測的出發點，是為保障市民健康，「接受檢測是
為人為己，若有影響上班會致電公司（僱主），相
信問題不大。」該區店舖職員胡小姐表示，生意雖
然有受影響，但為香港人健康，認同檢測有需要，
會配合政府。
紅磡隆基大樓昨晚8時被警方圍封，並在馬路上設
帳篷作強制檢測及派發物資用途，又透過廣播呼籲市
民耐心等候，會有人員為他們安排檢測。昨晚上9時
許，居民開始落樓接受檢測，之後獲發即食麵和罐頭
等物資。有巿民回家才知大廈被圍封，認為強制檢測
雖造成不便，但檢測後較安心，樂意配合政府。
在油麻地的「受限區域」，大廈外的行人路被警方
圍封，區內店舖大部分已經關閉，穿着保護衣的人員
逐一叩門，詢問有沒有人滯留在內。臨時檢測站設於
附近的梁顯利社區中心球場，居民在昨晚9時許，陸
續獲安排落樓接受檢測。多名居民表示，期望透過行
動可以令確診個案盡快清零，「其實都有（封區的）
心理準備，呢區好多（確診個案）。」
今次被「突圍」的「受限區域」累積確診個案不

多，卻有爆發趨勢，其中金鑾大廈及隆基大樓昨日
各增兩宗確診個案。而元朗好彩洋樓和油麻地眾坊
街被圍封的大廈，確診者均屬於地盤群組。

女童滯留被圍 酌情檢測放行
政府的執法行動也不是鐵面無情。被圍封的金鑾

大廈內有髮型屋及多間賓館，一名10歲女童其間
逗留在一間髮型屋內，女童母親吳小姐得悉大廈被
圍封後，馬上趕至要求酌情處理。
吳小姐表示：「下午（昨午）陪同女兒到髮型屋
後，我離開去購買食物，之後金鑾大廈突然被圍
封，女兒在髮型屋沒有地方睡覺，明日（今日）又
要上學，而我屋企又有另一名小朋友要照顧。」最
後，政府人員動用酌情權，容許並非在區域內居住
的人士即場接受檢測後，未等結果便能離場。

●●第五座第五座
居民黃太居民黃太 ●藍田麗港城第五座及第七座昨晨7時45

分完成檢測行動。

尖沙咀金鑾大廈元朗好彩洋樓

紅磡隆基大樓 油麻地眾坊街
●隆基大樓住戶接受登記。 ●強檢住戶抱着嬰兒接受檢測。

●大廈樓上居民只能耐心等待結
果。

●居民到對面球場接受臨時採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