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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若無反彈 初七恢復晚市
放寬一枱四人 進入食肆須掃「安心碼」

本港昨日新增17宗確診個案，是近三

個月來的新低，初步確診數字亦少於20

宗。隨着疫情逐步受控，食物及衞生局局

長陳肇始昨日宣布，若疫情沒有重大變

化，年初七起，政府將放寬食肆堂食時間

至晚上10時，堂食人數放寬至4人一枱，

並會重開美容院、戲院、健身中心等10

多個處所，但要求市民進入食肆時須掃描

「安心出行」二維碼，所有重開處所員工

亦須每14天檢測病毒一次。不過，有專

家直言考慮部分處所重新開業是言之尚

早，巿民農曆新年期間若有高危活動，疫

情有機會急速反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宗數：17宗

●輸入個案：0宗

●不明源頭個案：4宗

●有關聯個案：13宗

初步確診：少於20宗

部分確診個案

●大埔太和邨愛和樓：增3宗確診，
當中兩宗在14樓，全樓累計4宗
個案，3宗均為14樓單位，該樓
層居民須撤離檢疫

●觀塘安泰邨保良局安泰復康中
心：增兩名員工確診

●鰂魚涌惠利大廈：增一名05單位
居民初確

●葵青華豐工業中心：增一名員工
確診，患者曾在樓下休息室過
夜，其所在公司累計兩人染疫；
全棟工廈須強檢

新增死亡個案

●個案10238：88歲女，有長期病
患，1月25日氣促送入廣華醫院
後確診，病情持續惡化，昨早8時
05分離世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本港昨日新增的17宗個案，全部為本地病例，當
中4宗源頭不明，另有少於20宗初步確診。昨

日的確診數字為近三個月以來新低，上次紀錄是去年
11月19日第四波疫情初始，當日錄得12宗確診，當
中兩宗源頭不明。
陳肇始昨日在疫情簡報會上指出，政府上月中加強

強制檢測力度後，確診個案一直回落，過去七天本港
平均每日約26宗確診病例，較1月24日高峰下跌逾
六成；源頭不明本地個案平均每日7宗，較1月24日
下跌超過四分之三。

美容院戲院健身中心等擬重開
鑑於疫情放緩，政府決定放寬部分防疫措施。陳肇

始宣布，若疫情沒有重大變化，本月18日（年初七）
起，食肆堂食時間可延至晚上10時，堂食人數放寬至
4人一枱，另容許部分處所重開，包括體育處所（戶外
及室內）、健身中心、美容院、按摩院、電影院、主
題公園、公眾娛樂場所、遊戲機中心、表演場所、博
物館、公眾展覽、公眾保齡球場、溜冰場等。

若處所不守措施 最多停業14天
她強調，重開處所及食肆須遵守兩項防疫措施，包

括員工每14天接受檢測，另外食肆及處所負責人須
要求進入者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或登記個
人資料。放寬措施後首三個月，社區檢測中心將免費
向有關員工提供檢測服務。不過，若有處所不遵守防
疫措施，將被要求停業3天至14天，食肆則暫停提供
晚市堂食3天至14天。
她表示，政府假期後將尋求行政會議批准放寬限聚

令至4人，與堂食每枱上限人數看齊。對於「安心出
行」二維碼使用情況，陳肇始相信市民會配合，至於
個別情況無法掃碼，處所負責人則可以要求訪客留下
簡單個人資料，務求有人確診時能聯絡到有關訪客。
她對疫情走勢表示持「審慎樂觀」態度，認為只要

市民農曆新年期間繼續嚴守社交距離措施，相信可以
有序恢復限制。
香港總商會歡迎政府放寬食肆堂食及人數限制，指

出為餐飲業帶來喘息空間，而該會聯同救救香港餐飲
業大聯盟及稻苗學會本月初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近
六成受訪食肆表示倘限制措施持續，或會在未來三個
月內結業，而業界願採取一系列措施，如接受定期巡
查、採用認證制度、嚴格執行佩戴口罩要求及追蹤接
觸者等。

梁子超籲新春避免高危活動
不過，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昨在電台節目表
示，本港疫情仍處於相對高位，過去一周錄得161宗
本地個案，較第四波疫情未爆發時一周僅3宗本地個
案，仍有50倍差距；另外過去4天本地個案出現「橫
行」情況，疫情由油尖旺擴散至多區，與個案清零仍
有一段距離。
他強調，確診個案上落波幅可呈幾何級，本港控疫

進展仍緩慢，警告若不能將個案數目控制在低位，疫
情有機會急速反彈。他以去年10月政府放寬多項防
疫措施為例，表示到11月便爆發第四波疫情，故呼
籲市民農曆新年期間避免高危活動，做好防疫，才有
條件陸續恢復不同活動，逐步回復正常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大
埔太和邨愛和樓早前被列入強制檢
測公告，昨日新增3宗確診，樓宇
累計有4個單位爆疫，當中3宗均
在14樓，衞生防護中心認為有橫
向傳播風險，故決定該樓層28個
單位的居民須撤離檢疫。另外，鰂
魚涌惠利大廈昨日再多一個05單
位有確診個案，感染源頭不明，而
葵青華豐工業中心一間辦公室亦出
現小型爆發，累計兩人染疫，其他
員工均被送往檢疫。

愛和樓昨再增3宗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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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
本月7日已發出公告將太和邨愛和
樓列入強制檢測名單，而昨日愛和
樓再有3宗確診個案，包括一男兩
女 （ 個 案 10703、 10704 及
10705），當中68歲女患者為不明
源頭個案，而另一名13歲男童和
55歲女患者則屬有關連個案。
另外，3名患者中有兩人均居於

14樓，連同之前另一個出現確診個
案的14樓單位，愛和樓4個染疫單
位中有3個同層。張竹君指出，較
早確診的單位室號較大，新增兩單
位則室號較細，而兩室「打對
面」，有機會透過共用設施傳播病
毒。她並指出，14樓全層有橫向傳
播風險，可能早前環境已受到污
染。
由於擔心有居民仍處於潛伏期，

上址續會出現個案，故中心安排該
樓層28個單位的居民全部撤離檢
疫，並已通知相關部門進行大清洗
和採集環境樣本。

惠利大廈昨再增一05單位確診
昨日新增的另4宗無源頭個案

中，包括一名居於鰂魚涌惠利大廈
05 單位的 55 歲女患者（個案
10699），而惠利大廈另有一名72
歲男住客確診（個案10698）。該
樓早前有多個04單位出現確診病
例，中心曾前往採集14個環境樣
本，但張竹君指有關樣本檢測均呈

陰性。

葵青華豐工業中心增一員工確診
有關聯個案方面，葵青華豐工業中

心增一名員工確診，其所在公司累計
兩人染疫，疑有小型傳播，全辦公室
員工均被送往檢疫。新增的確診員工
曾在樓下休息室過夜，故該工廈亦須
進行強制檢測。觀塘安泰邨安泰復康
中心再多兩名員工確診。
此外，早前綠楊新邨R座19樓
以上的04單位、05單位居民曾被
要求撤離，張竹君表示，會要求大
廈居民做第二次強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建造
業議會及香港建造商會下周二（16
日）開始試行計劃，呼籲所有地盤工
人及職員進入地盤前，須持有14天
有效陰性病毒檢測證明，而有關計劃
本月22日則會全面實施，要求地盤
工人最少每14天檢測一次，若未經
檢測證實陰性，便不能到工地開工。

食衞局本月內助免費檢測一次
建造業議會表示，承建商可透過多

個途徑為工地人員安排免費檢測，包
括參與「建造業關愛工地防疫檢測服
務計劃」，由委派到工地的醫療團隊
為人員採樣；另外食衞局本月6日至
28日亦為建造業工友提供一次免費
自願檢測服務；工地人員亦可考慮醫
管局免費提供的樣本包派發和收集服
務；承建商亦可自行聘檢測機構到工
地派送及收集樣本包。議會及商會
將定期巡查工地，確保計劃有效執
行。
香港建造商會第一副會長林健榮表

示，不擔心計劃全面實施前工人不夠
時間接受檢測，而議會及商會的檢測
計劃，已派流動採樣車到過130多個
地盤為3萬多名工人採樣，計劃現已
有400多個地盤報名參與，預計3月
完成。
香港建造業移動機械及維修從業人

員工會副主席蘇四清歡迎有關措施，
表示得悉相關安排，工人首次檢測可
到社區檢測中心或透過議會和商會的
檢測計劃測試，但未知14天後第二

次檢測可以到什麼地方進行，冀當局安排流動
採樣車或人員到地盤為工友採樣，讓工人毋須
到社區檢測中心。
香港營造師學會會長謝偉正亦支持檢測計

劃，認為地盤管理人員可擔當統籌角色，安排工
人分時段及分批檢測，亦可與有關方面協調為工
人領取樣本瓶，收集樣本後一併提交往化驗。

梁子超倡縮短至7天一檢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則認為，要切斷地

盤傳播鏈便須持續定期檢測，若相隔14天才檢
測，地盤內或已形成傳播，建議縮短至每7天檢
測一次，為方便工人則可在地盤派發樣本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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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民
建聯早前聯同業界專家到多個公營
及私人屋苑視察，發現部分大廈也
出現喉管胡亂接駁，以及保養、管
理欠佳等問題，增加播疫風險，故
促請政府加快檢查全港公屋單位排
水喉管，並成立高層次跨部門專責
小組，統籌全港私樓喉管維修及檢
測工作，並向有經濟困難業戶提供
維修渠管資助。
香港水喉潔具業商會理事長熊志

光、香港水喉潔具業商會副理事長
麥前耀，以及英國特許水務工程資
深會員、香港環境師學會前會長潘
景和指出，屋內U型隔氣乾枯，會
令水封效應不能發揮作用，住戶只
要於水位加裝「去水防臭芯」，便
可有效防止氣體倒流入屋，該裝置
只售3元至10元人民幣。
專家又指部分大廈天台有擾流效

應，可考慮在大廈排氣管
加裝「虹吸防擾流淨化系
統」直接過濾病毒，該系
統已廣泛應用於醫院及機
場等，民建聯正與房署探
討該系統在公屋中的應
用；私樓的法團亦可考慮
安裝，費用只要數千元至
一萬元不等。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

盛表示，房屋署早前承諾
十八個月內檢查全港80萬個公屋
單位排水喉管，希望增加人手加快
檢查速度，盡快維修有問題喉管；
至於私樓，屋宇署應交出時間表並
主動出擊巡查。

籲先處理「三無廈」渠管維修
民建聯並要求政府成立專責小

組，負責全港私樓檢測喉管以至維

修的統籌工作。立法會議員鄭泳舜
表示，50年或以上樓齡舊廈有近
7,000幢，當中不少劏房外牆喉管
有頗多違例改動，希望發展局局長
牽頭統籌政府各部門開展工作；另
一議員陳恒鑌則指現時不少「三無
大廈」有喉管播毒危機，冀當局先
處理渠管維修，再向業主收取費
用，並設維修基金，向有經濟困難
業戶提供資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
府前晚圍封土瓜灣僑裕大廈及僑發
大廈進行強制檢測，沒有發現確診
個案，昨晚則未再有圍封行動。食
衞局局長陳肇始則表示政府上月23
日起至今已實施26次封區，共找
出20名確診者，迅速堵截傳播，
重申除非疫情突然有變，否則昨日
起至農曆新年假期完結也不再進行
封區行動，但會繼續向有確診病例
的大廈發出強制檢測公告。
僑裕大廈及僑發大廈約1,700名

居民在行動中接受檢測，未有發現
確診個案，但當局在行動中到訪兩
座大廈約645戶，當中37戶無人應
門，政府會再作跟進，而昨早約7
時 15 分宣布已完成強制檢測行
動，隨後在「受限區域」內進行執

法行動，確認所有人是否已根據要
求接受強制檢測，至早上約10時
宣布執法行動完結。
有住戶表示圍封措施雖令其延遲上

班，但仍贊成有關行動，指出沒有
確診個案令居民安心；有居民亦指
政府的行動也是保障巿民生命安全，
認為若珍惜生命便應配合檢測。
另外，鰂魚涌英皇道寶利大廈早前

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但部分人逃避
檢測，而當局昨早6時45分採取突擊
行動，派員到大廈出入口查核住客
的檢測證明，並到大廈內抽查，共
檢查了逾110名居民的檢測報告，
當中25人違反強制檢測公告，遭定
額罰款5,000元及發出強制檢測令。

230人未強檢被罰款或發強檢令

陳肇始昨在記者會上表示，政府
1月中針對高風險地區劃出指定區
域，向超過380座大廈發檢測公
告，迅速堵截傳播，而1月23日開
始發出了26次限制與檢測宣告，
涉及200座共2.5萬名居民，成功
找出 20宗確診、60名緊密接觸
者，陽性比率為0.08%。民政事務
局局長徐英偉則表示，封區行動以
來有230人未按規定接受強檢，被
罰款或發出強檢令。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

良認為封區有效，但部分行動滯
後，認為應參考鰂魚涌惠利大廈做
法，出現不明源頭感染後翌日即封
區。他又指病毒有潛伏期，建議當
局解封大廈5天後再為居民檢測，
避免有「漏網之魚」。

愛和樓14樓疑橫向傳播 同層28伙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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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肇始(右)昨日宣布，若疫情沒有重大變化，年初
七起，政府將放寬食肆堂食時間至晚上10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民記倡政府統籌私樓喉管維修檢測

26次封區揪20隱患 迅速堵截傳播

●民建聯與專家指本港不少樓宇出現喉管危
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有居民需擔架抬離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大埔太和邨愛和樓昨日新增3宗確診，樓宇累計有4個單位爆疫，當中3宗均在14樓，衞生防護中心認為有橫
向傳播風險，故決定該樓層28個單位的居民須撤離檢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建造業議會及香港建造商會下周二起試
行要求所有地盤人員，必須持有14天內陰性
檢測證明才能進入工地。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