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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提升，也意味着警隊要在新的高度上持續
迎難而上，牢築維護國家安全、香港法治安定的
防線，為特區政府有效施政、造福市民保駕護
航，不負中央和港人的殷切期望和高度信任。
「忠誠勇毅、心繫社會」是警隊的座右銘，不
論是止暴制亂，還是防控疫情，警隊都衝鋒在
前、連續作戰，為全方位維護社會穩定和市民安
全付出艱辛努力、作出突出貢獻。在修例風波
中，內外反中亂港勢力無所不用其極散播謠言謊
言，攻擊詆毀警隊，企圖摧毀守護香港法治穩
定、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支柱，這
些不斷炒作的謠言謊言，誤導了部分不明真相的
市民，令警隊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受到一定程度
傷害。但是，警隊維護法治無懼風雨，服務市民
無怨無悔，危難之處顯身手，尤其是在一年來的
抗擊疫情戰鬥中，警隊全力投入個案追蹤、限聚
強檢執法、協助封區禁足，行動專業得力，以行
動粉碎對警隊的造謠抹黑。警隊為香港的付出和
努力，市民有目共睹，市民更加明白，愛護支持
警隊，就是愛護香港，維護港人自己的福祉。
疾風知勁草。出台實施國安法，香港落實「一
國兩制」進入歷史新階段，警隊維護法治、保障
平安的責任重大、使命光榮。在中央的大力支持
下，相信警隊將以更出色表現，消除危害國家安
全的威脅，為市民提供更全面的法治保障，亦令
警民關係更加融洽。正如林鄭月娥所指，警隊聲
譽在社會動亂期間受到很大傷害，警務處近月通
過不同方式加深市民對警務工作的認識，重建市
民對警隊的信心，相信隨社會恢復平穩，警務
人員緊守崗位，在最前線保護市民安全和保障市
民健康，肯定會得到廣大市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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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節臨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中聯辦主
任駱惠寧一同慰問警隊並講話。駱惠寧指出，經
過一年多血與火的鍛造，香港警隊已經由城市治
安警察，發展成為一支維護香港穩定和國家安全
的堅強可靠、值得信賴的執法力量。駱主任對香
港警隊的成績、角色和職能的高度評價，傳遞了
中央對警隊工作的高度肯定和高度期望，希望警
隊在擔當好國安執法力量的道路上再接再厲，為
維護香港國家安全、法治穩定、港人福祉發揮更
大作用。警隊忠誠勇毅、服務社會，定能掃除社
會上一些針對警隊的偏見誤解，贏得市民更由衷
的信任和愛護，警民齊心守護「一國兩制」、共
建繁榮穩定。
香港警隊向來以訓練有素、文明執法的專業形
象聞名於世。近年由於內外政治勢力處心積慮的
操弄，香港日益政治化，衝擊法治的行為不斷升
級，修例風波更把顛覆政權、危害國家的黑暴推
向極端，令本港法治和管治面臨前所未見的嚴峻
挑戰。令人欣慰的是，警隊在中央和特區政府堅
定支持下，始終站穩立場，頂住各種巨大壓力，
盡忠職守，嚴正執法，以血肉之軀護國安保港
寧，終令修例風波這場港版「顏色革命」無法得
逞。香港國安法出台實施後，警隊成為重要的國
安執法力量，無懼外國無理制裁，把黎智英等一
眾危害國家安全之徒逐一繩之以法，彰顯了國安
利劍的法律震懾威力，推動香港迅速由亂及治。
事實證明，經過修例風波血與火的考驗，堅決
果斷執行國安法，為香港止暴制亂、恢復法治秩
序，警隊已成為當之無愧的維護國家安全、守護
香江安穩的忠誠衛士。能力愈大，責任愈大。駱
主任對警隊的高度評價，顯示警隊的角色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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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主任傳遞中央肯定期望 激勵警隊更勇當忠誠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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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疫清零才是新年最大願望
農曆新年臨近，疫情下多項傳統節
日祈福活動都有新安排。黃大仙祠昨日
宣布取消除夕夜上頭炷香活動，車公廟
大年初二求籤活動亦不開放予公眾參
與。儘管新春佳節是中國人親情團聚的
最重要時刻，祈求來年諸事順利，但本
港控疫仍面臨嚴峻挑戰，防疫是當前頭
等大事，因此，疫情受控、社會復常應
該是全港市民新年的最大共同願望。春
節期間，市民仍然要保持防疫意識，不
能因為過節而放鬆防疫警覺。政府更要
持續做好禁足強檢工作，對各種鑽空子
違反限聚令的行為要加強監控，早日達
至「動態清零」，真正實現港人平安健
康、萬事大吉的新年願望。
繼林村上月宣布停辦今年的許願節
之後，黃大仙祠和車公廟昨日都分別宣
布取消除夕夜的頭炷香和大年初二的求
籤活動。多項春節傳統活動取消，市民
難免會覺得失去節日氣氛。但細心一
想，春節的活動，無非是迎接新年到
來，表達對來年的祈願。而今年本港新
年最大的願望，肯定是新冠疫情徹底受
控，有什麼比這一點更重要？
疫苗預料在農曆新年後抵港，只要
市民嚴守防疫規定，做足防疫措施，加
上廣泛參與疫苗接種，疫情「動態清
零」完全有希望實現。如今關鍵是市民
在節假日繼續遵守防疫限制，減少拜年
聚會，避免病毒傳播，防止疫情反彈，
過一個平安年。

特區政府昨日公布延長防疫措施和
加密封區強檢行動，隨即在晚上圍封
四個地點進行強檢，再次展現清零控
疫的決心和能力。政府加大封區強檢
力度，希望在春節前盡可能切斷隱形
傳播鏈，在節後盡快放寬防疫限制，
讓各行各業適度復業，稍喘一口氣；
中小學能分階段恢復面授課程，減少
對學生學業的影響。這是當下社會的
共同願望，需要政府和市民共同努力
來實現。
一方面，政府除了加強對爆疫地點
的封區強檢之外，更要對違反限聚令的
行為加強執法。本報連日來揭發部分業
界漠視限聚令，暗中搞「密室晚市飯
聚」；有市民在野外營地聚集嬉戲，大
大增加疫情傳播的風險。對此政府要嚴
格執法、加強檢控，以儆效尤。另一方
面，各行各業需要繼續盡社會責任，做
好防疫工作。黃大仙祠、車公廟等傳統
春節祈福熱門地，昨日均宣布春節期間
將進行人流管制，同時將採取量體溫及
掃描「安心出行」等措施。這些措施反
映相關機構為防疫出一分力，起到良好
的示範作用。
疫情威脅持續，各行各業需要用新
科技、新辦法，轉變經營模式，既然餐
飲可以透過外賣增加收入，祈福也可以
轉到網上，其他行業也同樣可以求變尋
覓商機，吸引更多年輕人參與，走出一
條疫情期間的發展新路。

綠楊新邨 R 座天井深播疫勁
再增兩確診 18 樓以上 04 室及 05 室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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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確診個案回落至 34 宗，早前開始爆
疫的荃灣綠楊新邨 R 座，昨日再多兩
名住戶確診，累積有 12 名住戶確診。
特區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
講座教授袁國勇昨日到現場視察了解
播疫原因，他巡視後認為該大廈的天
井相當深邃，「煙囪效應」嚴重，使
有四個樓層、共 7 個單位有住戶染
住戶關閉所有靠近天井位置的窗戶，

▲警務人員身穿防護裝備進
入大廈。
中通社

離送往檢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袁國勇昨日在衞生防護中心總監林文健和環保
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區域北）楊泉清陪同

●有市民帶行李離開大廈。

中通社

袁國勇：病毒料先橫後直傳播

籲全港關天井位窗戶
由於 04 室、05 室共用同一天井，所以中招住戶
多數住在該兩室。因此建議政府安排 18 樓以上所
有 04 室、05 室單位的居民撤離，相信人數少於 100
人。由於「煙囪效應」多數向上流動，因此 18 樓
以下居民毋須撤離。但其他座數的居民必須關上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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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8樓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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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樓07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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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樓0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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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
教授袁國勇表示，香港地方小，不少住宅大廈「偷
位」節省空間，導致天井位深、室內空間窄、走廊也
窄，當病毒傳入大廈時，傳播就會頗為嚴重，除了舊
式唐樓有這種播疫風險外，其他大廈也有天井位深的
播疫危機，故市民必須配合政府的檢測政策，倘有輕
微病徵或大廈屬強制檢測大廈就須立即檢測。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在疫
情記者會上表示，本港高樓大廈較複雜，「煙囪效
應」和「擾流效應」的風險高，加上大廈喉管破裂和
抽氣扇等問題，每次專家到場視察都發現不同問題。

以天井問題為例，她建議市民盡量關上面向天井的窗
戶，有鮮風如面向街道的窗戶才打開。
另外，政府昨晨並在綠楊新邨 R 座及天水圍嘉湖山
莊麗湖居 9 座，進行強制檢測執法行動，上樓查核住
戶的檢測證明，並入內抽查，確認住戶已按要求進行
檢測，兩幢大廈分別有超過240 名及 400 名居民的提交
檢測報告檢查，所有人都有遵從強制檢測令。
由於綠楊新邨 R 座 1805 室一名確診者與 D 座一戶相
識，是家人關係，而 D 座現時亦有一家三口確診，因
此政府要求綠楊新邨D座居民需要接受強制檢測。

大廈若有一宗「無源」全棟強檢

他懷疑，該大廈病毒源頭來自 1805 室單位的確
診者，「由於該單位有 3 名家庭成員確診，病毒量
高，含病毒的空氣經單位抽氣扇排入天井位，再從
走廊的窗戶傳回走廊通道及𨋢 口位，而其他住戶則
經過走廊及等電梯時吸入帶病毒的空氣染疫。」
他形容在所見的「疫廈」中，以該大廈天井位最
深，達10米乘2米，空氣及含病毒的氣霧微粒長時間
被困在天井中，「煙囪效應」顯著。他相信，病毒最
初是橫向傳播，含病毒的空氣經天井傳到18樓其他
單位，之後隨抽氣扇及氣流上升波及樓上單位。

其中一名確診者是伊利沙伯醫院護士，袁國勇相
信該護士於社區感染的可能性較高，而非在醫院內
受感染。另一名確診外傭則因為經常在天井位的窗
戶晾衣服而受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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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港大廈多
「偷位」
建造天井深

以上的 04 室及 05 室單位居民獲安排撤

外傭天井位晾衫受感染

●23樓04室

▶綠楊新邨疑R座出現垂直傳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只開抽氣扇。同時，該屋苑 R 座 18 樓

下，到達荃灣綠楊新邨 R 座視察。巡視後，袁國勇
表示該屋苑 R 座先後共 12 人確診，涉及 7 個單位，
而最先確診的住戶是 1805 室單位的一家三口。之
後相繼有另外 6 個單位出現確診個案，分布於 18、
21、23、24樓，其中18樓是重災區，該樓層共4個
單位有人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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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註：*最早發病單位，
分別在 1 月 14 日、17 日
及18日發病

病毒能經天井由下而上傳播，至今已
疫，集中在 04 室及 05 室單位。他呼籲

●24樓04室

綠楊新邨爆疫單位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反覆，昨日新

確診人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政府昨日宣布對多項防
疫措施「加辣」，即日起全港每棟大廈只要有一宗或
以上不明源頭確診個案，或污水檢測呈陽性，全棟大
廈必須進行強制檢測；工作場所如出現兩宗或以上確
診個案，也會被納入強制檢測範圍。未來 10 天、即農
曆年廿九前，政府將更廣泛採取封區行動，尤其針對
●工作人員穿防護裝備清潔並消毒大廈門口。
中通社
位的窗戶，煮食、去洗手間時開抽氣扇，並盡量打
開非位於天井位置的窗戶，令到空氣只由一個乾淨
的方向流入屋內，隔絕天井位可能帶病毒的空氣。
他又呼籲全港市民盡量關上天井位置的窗戶，至於
走廊位置的窗是否需要關上？他指需要有關部門再
視察而定，若貿然關上，等𨋢 時會感到「好焗」。
環保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區域北）楊泉清表
示，昨日巡察各個確診樓層的 04 號單位，見到廁
所、洗澡位置雖然有曾被改裝，但外牆渠管狀況相
當好。

●政府宣布多項防疫措施「加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確診個案多，樓宇質素欠佳等大廈。政務司司長張建
宗表示，縱然新措施使強檢人數及大廈激增，但政府
有決心，也有能力滿足倍增的檢測需求。
張建宗昨日聯同多名官員召開記者會宣布一系列加
強防疫措施。針對「疫廈」問題，過去每幢大廈出現
兩宗或以上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才需要全幢居民接受
強檢。但政府昨日宣布收緊大廈強檢門檻，即日起每
幢大廈只要出現一宗或以上不明源頭確診個案，或大
廈污水檢測呈陽性，便需全棟居民進行強制檢測。
未來 10 天，政府將更廣泛及更頻密封區檢測，尤其
針對樓宇質素欠佳的大廈。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指
出，自去年 12 月 30 日以來，已執行超過 40 張強制檢
測公告，涉及超過 250 幢樓宇，力圖截斷區內傳播
鏈，政府亦為完成強制檢測的「三無大廈」清潔公共
地方。食環署將會加強各區街道，特別是後巷的清潔
和滅鼠工作。
另外，過去不少工作場所爆疫，故政府要求工作場
所日後如出現兩宗或以上確診個案，出入有關場所的
人員必須接受強制檢測。亦會要求有關工作地點要停
工消毒，以盡力切斷病毒傳播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