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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大廈強檢 一宗即納名單
紅磡封區「漏檢」6歲女童 發病求醫即確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於上月底履新的衞生防

護中心總監林文健昨日首

次出席疫情簡報會時宣

布，會進一步擴大強制檢測公告的適用範圍，即日起全港商住或

住宅大廈，若出現一宗或以上確診個案，無論是否有源頭也可能

需要強制檢測（見另稿）。強檢力度加強下，「漏檢」問題亦頻

生，昨日新增19宗確診個案中，6宗為源頭不明，包括一名居於

紅磡長樂大廈的6歲女童。該大廈居民早前曾被要求強檢，但女童

年紀太小未做檢測，至本月2日發燒，其後檢測大便樣本呈陽性，

其母親強檢時呈陰性，昨日再檢測轉為初步陽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疫
情帶動「宅經濟」，令網購市民增加，
消委會表示，該會接獲涉及網購的投訴
高達約1.3萬宗，較前年大增約兩倍，
而去年全年整體投訴有30,935宗，上升
26%，為2015年以來新高。消委會擔
心疫情回穩後會出現報復式消費，呼籲
巿民留意預繳式消費，一旦發生問題，
成功追討機會低。
消委會去年接獲的投訴中，有關防疫

及日常用品的投訴佔4,581宗，較前年
飆升350倍。消委會主席林定國昨日接
受電台訪問時表示，該數字令人關注，
並相信與疫情有關，因為增幅最多的是
與醫療用品有關的投訴，當中九成半與
口罩相關，主要是去年疫情初期口罩供
應緊張、延遲送貨等問題。旅遊事務相
關投訴亦增加一倍，主要是受疫情影
響，機票等需取消。
同時，網購投訴有13,642宗，佔整體

投訴近四成半，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指
出，疫情帶動「宅經濟」，多了市民網
上購物，但在社交平台網購時不要掉以
輕心，很多時交易是買賣雙方個人之間
過數，並無單據，欠清晰交易記錄，有
爭議時會難以追討。

消委會憂疫後現報復式消費
林定國擔憂疫情回穩後，或會出現

報復式消費，並估計農曆年後消費爭
議及投訴會增多，特別是預繳式消
費，消費者付款後若商店倒閉便投訴
無門，實際上可追討的機會微乎其
微，故籲市民消費要冷靜。
林定國又提到，消委會去年調查民

生用品價格，發現食米價格在搶購潮
時上升，第三季及第四季回落，過去
一年升幅最多的是罐頭肉類。黃鳳嫺
表示，政府推出第二期保就業計劃時
要兩大超市回饋市民，大部分未有加
價的超市產品都是自家品牌，變相為
超市品牌做推廣，近期亦多了超市標
示貨品為「一口價」，未有列出原
價，令消費者不知減價幅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政府前
晚圍封元朗富來花園及馬鞍山恒安邨
恒江樓進行強制檢測，行動昨早7時結
束，兩個封鎖區逾千名居民接受檢
測，未有發現確診個案，但合共有125
戶沒有應門，政府表示會採取措施跟
進。
由於富來花園B座上月30日有一名

48歲屬機場三跑群組男士確診，且日
前新增一宗源頭不明個案，為先前確
診男子樓上住客，當局因此圍封強
檢，動員510名民政事務總署、元朗
民政事務處、警務處、香港海關、懲

教署、屋宇署、衞生署、康文署、食
環署及醫療輔助隊人員參與。
截至昨日凌晨2時，共576名居民接
受檢測，並未發現確診個案，惟政府
派員上門拍門時，在到訪的288戶住戶
中有29戶未有應門，當局張貼告示籲
有關住戶盡快聯絡政府檢測。
恒安邨恒江樓則有457名居民接受檢
測，亦未發現確診個案，但有兩名住
戶沒有接受檢測，政府發出強制檢測
令並定額罰款5,000元。其間，政府到
訪了1,040戶，但有96戶無應門。
政府指，兩個受限區域未有應門住

戶，可能包括一些確診個
案和已接受隔離住戶，亦
可能有部分單位空置，政
府沒有詳細資料，會作出
跟進。
恒江樓住戶陳先生表

示，本月4日收到強制檢
測令，以為完成檢測便
可，當局卻突然封樓，令
他和不少居民也感到混
亂，認為應先讓居民跟從強檢令檢
測，人數不理想才「封樓」。
另一住戶沈女士亦表示已應強檢令

進行檢測，由於特殊情況，其就職公
司特意給她一天假期讓她檢測，又滿
意封樓安排，認為可以更安全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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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馬鞍山兩封鎖區125戶無應門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19宗
●輸入個案：3宗
●不明源頭個案：6宗
●有關聯個案：10宗
初步確診：逾20宗

部分確診個案
●長樂大廈：一名6歲女童確診，該大廈早前

曾被強制檢測，女童當時未有受
檢

●機場三跑地盤群組：增3宗確診，累計27人

新增受限區域
●青山公路青山灣段1號香港黃金海岸二期第
9座

●土瓜灣馬坑涌道4-6號華發大廈

新增強制檢測大廈
●紅磡高山道 10號得利閣
●屯門屯貴路 9號富泰邨美泰樓
●大埔汀角路 10號大元邨泰怡樓A座
●天水圍天龍路 2號嘉湖山莊 7期景湖居 1座
及 12座

●元朗豐年路 19號文惠苑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住在長樂大廈的6歲女童，昨晨在
家人陪同下由救護車送院。衞生

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表
示，該大廈上月26日曾被列入強制檢
測公告，全棟大廈居民都有做檢測，
包括與女童同住的約6名家人。家人
檢測結果均呈陰性，惟女童當時因年
紀太小未有檢測。本月2日，該女童
發燒並於翌日求醫，其後留大便樣
本，檢測呈陽性證實確診，其母亦驗
出初步陽性。
歐家榮表示，長樂大廈居民雖然曾
進行強制檢測，但相隔一段時間又出
現新個案，故大廈居民需要進行第二
次強檢。除了這名女童，香港昨日共
有6宗源頭不明個案，患者包括退休
人士、學生、外傭、老師和保安員
等。

家長須留意子女有否病徵
小童由於不適合鼻咽拭子採樣，在
強制檢測中會出現「漏檢」，有人擔
心會造成防疫漏洞。呼吸系統專科醫
生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這種情況難以避免，有時「封
區」檢測需要在十幾個鐘之內完成，
在此期間未必能夠採集到兒童的大便
樣本。他認為，單靠一次檢測始終不
能覆蓋14日潛伏期，家長需要持續留
意子女是否有病徵，並及時求醫。
歐家榮還在記者會上透露，昨日有

10宗有關連的確診個案，其中兩宗的
患者曾於兩星期前發燒及鼻塞，最近
才接受檢測：「我們不時發現有一些
個案出現輕微病徵，但可能沒有求
診。就算是出現很輕微病徵的時候，
都應該盡快求診或檢測。」

門診檢測率高 市民勿輕心
林文健指出，門診的檢測率很高，
呼籲市民勿掉以輕心，一有病徵應盡
早求醫。他並指，控制疫情並非只靠
單一手段，需多管齊下才可遏止疫
情，在個案追蹤上，啟德個案追蹤指
揮中心成立後追蹤人數明顯提高，目
前一宗個案可追到 4.5 名密切接觸
者。
至於之前失聯、報稱無住所的58歲
確診男子，警方已經找到他，他曾經
在元朗賽馬會廣場一帶逗留，去過潮
龍園餐廳買外賣，現在已經送院治
理。
另外，昨日再多3宗輸入個案，發

現帶有「N501Y」變種病毒基因，患
者分別於早前由加拿大、南非及巴基
斯坦抵港；至於早前發現的4宗帶有
「N501Y」變種病毒基因的輸入個
案，確定為屬英國變種新病毒，其中3
宗屬同一家庭的英格蘭抵港人士；一
宗由瑞士抵港。此外，還一宗帶有
「N501Y」變種病毒的輸入個案，確
定為巴西變種新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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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 特區政
府昨晚繼續採取圍封有確診大廈的行
動，將土瓜灣馬坑涌道華發大廈及屯門
黃金海岸二期第9座列為「受限區域」，
區內人士必須留在其處所並接受強制檢
測，直至整區檢測結果獲大致確定方可
離開，目標今晨約7時完成行動。
衞生防護中心資料顯示，華發大廈
及黃金海岸二期第9座過去14日分別
錄得兩宗及1宗確診個案，其中華發大
廈一名87歲患者（個案10578）於前日
（5日）確診，屬不明源頭個案。昨
日，該大廈再有一名83歲女子 ( 個案
10591）確診，屬有關連個案，估計乃
是前日確診男子的家人。黃金海岸二
期第9座前日則有一名51歲男子（個
案10582）確診。該男子並無病徵，亦
屬源頭不明病例。
政府昨晚分別在8時及8時30分宣布

將華發大廈及黃金海岸二期第9座列為

「受限區域」。警方晚上約7時已到華
發大廈外馬坑涌道拉起封鎖線，架設
雪糕筒，流動檢測車陸續駛到，警方
隨後設置流動車閘及限制封鎖範圍內
的居民離開。昨晚8時30分，多輛載
有政府人員的車輛亦駛入黃金海岸二
期範圍，採取圍封行動。
政府發言人解釋，經評估上述兩個

「受限區域」有較高感染風險，故作
出限制與檢測宣告。據了解，華發大
廈約有134戶，而黃金海岸二期第9座
則涉及92戶，有關住戶要在今日凌晨2
時前到現時設置的採樣站接受核酸測
試，由專人以咽喉和鼻腔合併拭子採
樣，並須留在處所等待檢測結果，若
已於本月4日至昨日檢測並能出示檢測
結果電話短訊等證明，就無須再次檢
測，政府並會為行動不便的人士和長
者安排上門採樣。政府目標是今早約7
時完成行動。

居民：為健康 再檢測不麻煩
有華發大廈居民表示，大廈前日出

現確診個案後，住客已須強制檢測，
質疑圍封的效用，但亦有住客表示，
為身體健康着想，即使再做檢測亦不

覺麻煩。
在政府發出公告前，已有附近商戶

提早關門，有士多負責人表示擔心萬
一封區會被困店內，故近日比平時提
早兩至三小時收舖。

土瓜灣華發屯門黃金海岸兩廈圍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新任衞生防
護中心總監林文健昨日公布再收緊強檢措
施，即日起大廈只要出現一宗確診個案，
無論是否源頭不明也納入強檢名單，而工
作場所有兩宗或以上個案亦須強制檢測。
另外，機場三跑地盤群組再多3宗確診個
案，他承認建築地盤風險高，故安排三跑
所有人員每兩周檢測一次，而香港建造商
會及建造業議會亦正研究類似措施。
原為衞生署副署長的林文健，調任衞生

防護中心總監後於昨日首次出席疫情簡報
會。他表示，過去兩周累計錄得300宗確診
個案，無源頭個案佔比逾三成，疫情反

覆，社區存在傳播鏈，故政府會進一步加
強防疫措施。
他宣布即日起，全港商住或住宅大廈出

現一宗確診個案，即顯示可能存在感染及
傳播風險，故也列入強制檢測公告，預期
須強檢大廈將明顯增加；工作場所也有感
染群組，故只要出現兩宗或以上個案，亦
同樣納入強檢公告。

三跑地盤再增3人染疫
三跑地盤群組昨日新增3人染疫，為確診

工人家屬，令群組累計有15名工人和12名
密切接觸者染疫。林文健表示會加強防疫

措施，機管局已公布周二（9日）起所有進
入三跑工地人士須出示陰性檢測證明，局
方亦已通知分判商及承建商安排三跑工人
每兩周檢測一次。香港建造商會及建造業
議會亦正研究類似措施，期望月內實施，
預計涉及10至20多萬工友。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有關措

施仍未能防止爆疫地盤工人四散到其他工
地開工，而病毒有潛伏期，政府最好將與
爆疫地盤有接觸人士全送往檢疫，若無法
做到，可考慮對有關人士採取家居醫學監
察，或進行更加頻密檢測，防止病毒擴
散。

工作場所現兩宗或以上須強檢

▲一名居於紅磡
長樂大廈的6歲
女童確診，該大
廈早前曾被要求
強檢。圖為紅磡
九龍城採樣站。

資料圖片

●土瓜灣馬
坑涌道華發
大廈及屯門
黃金海岸二
期第9座列
為「受限區
域」。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三跑地盤群組
昨日新增3人染
疫，為確診工人
家屬。資料圖片

●政府前晚圍封恒安邨恒江樓，工作人員在「受限區
域」內為受檢人士登記檢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