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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確診者拜年累70親友隔離
個案反彈昨增16宗食肆今復晚市 3員工中招

隨着新春長假期結束，新

冠肺炎確診個案反彈，更可

能出現「拜年感染群組」。

在昨日新增的16宗新冠肺炎

確診個案中，10宗源頭不明，其中兩人於新春期間拜年「播疫」：

一名34歲確診無業男子遊走元朗多處拜年，致使近50名親友要隔

離檢疫，另一名確診文員因參與拜年活動，逾20名親友須檢疫。衞

生防護中心表示，市民拜年時間一般較長，其間可能無戴口罩交談

並進食，有可能傳播病毒。另外，食肆今起恢復晚市並允許最多4

人一枱，卻有多名食肆員工經檢測發現染疫，昨日有兩間餐廳廚師

確診，一名酒樓接待員初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油尖旺
民政事務處昨日聯同多個部門到早前
被納入強制檢測的尖沙咀華源大廈和
美麗都大廈，突擊巡查住戶是否已接
受病毒檢測，在兩大廈共發現120名住
戶涉嫌無接受檢測，違反強檢公告，

違規人數比例為17%。政府已向違規
者處定額罰款5,000元或發出強制檢測
令，要求他們於指明期間內補做檢
測，若再違令可被處罰款2.5萬元及監
禁6個月。
昨晨約7時許起，執法隊伍先後到同

樣位於尖沙咀彌敦道的華源大廈和美
麗都大廈，要求居民出示曾接受新冠
肺炎病毒檢測的結果電話短訊或相關
證明。在華源大廈，政府共檢查約290
名居民的檢測報告，其中約60人違反
強制檢測公告；而在美麗都大廈的行

動中，政府共檢查了約420名居民的檢
測報告，其中超過60人違反強制檢測
公告。
有關行動持續約4小時，油尖旺民政

事務處感謝警務處、生防護中心及
醫療輔助隊的支持和合作，使執法行
動能順利完成。政府發言人表示，明
白執法過程可能引起一些居民的不
便，希望市民諒解。

尖沙咀兩廈120人違強檢各罰500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葵涌消
防局的新冠肺炎疫情愈爆愈烈，至今
累計兩名消防員及確診者一名家人確
診，另有一名消防員及數名家人初步
確診，該消防局被納入強制檢測名
單。另外，順利邨圓玄護老院一名護
理員初步確診，患者發病後仍持續工
作3日，並曾與同事一同用餐，她主
要在護老院三樓工作，同層逾50名院
友及30名工作人員須檢疫。
昨日兩宗有關聯本地個案均屬葵涌

消防局群組，包括一名消防員及一名
確診者家人，另有一名消防員及數名
家人初步確診，至今累計3名消防員
確診或初確。
據了解，該消防局一名消防隊目本

月4日出現上呼吸道病徵，遂自行食
成藥及飲感冒茶，本月10日上午為最
後上班日，本月14日到博愛醫院急症
室求醫，他於傳染期內即2月9日前，
曾到過青衣及青衣南消防局替更，疑
因此感染其他同袍。
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昨日表示，該消防局有爆發情況，因
此宣布過去14天曾在該局逗留超過兩
小時的人士，都需要接受強制檢測。
此外，昨日有4宗輸入個案，兩人

來自巴基斯坦，另兩人分別從菲律賓
及奧地利抵港。其中一名巴基斯坦抵
港患者帶有「N501Y」變種病毒基
因，現時本港共有 38 宗個案帶有
「N501Y」變種病毒基因。

昨日本港新增16宗新冠肺炎確診
個案，4宗為輸入個案。12宗本

地個案中，10宗感染源頭不明。另有
約10宗初步確診。其中一宗無源頭個
案患者為 34 歲 無業男子（個案
10802）。他自去年 11 月起未有上
班，年初二及初三（13日及14日）曾
到位於元朗葡萄園的親戚家中拜年，
而初三當日男子發病仍繼續拜年行
程。他確診後近50名親友因此被列為
密切接觸者需要檢疫。
另一名曾參與拜年的確診者是一名文
職人員（個案10807）。患者在九龍啟
德工作，本月11日最後上班，13日發
病，逾20名親友須檢疫。生防護中
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市民拜年
時間一般較長，其間可能無戴口罩交談
並進食，有機會傳播病毒。

老翁病徵持續卻未確診
昨日新增患者中還有一位72歲老翁
（個案10808）。他早於上月15日已有
病徵，曾三次看中醫，但病徵持續卻遲
遲未確診；至本月15日嚴重不適，呼
叫救護車送院並證實確診。
張竹君表示，患者CT值高達41，居

於屯門富泰邨秀泰樓，發病期間幾乎每
天都去附近酒樓獨自飲茶，包括屯門富
泰商場羊城火鍋海鮮酒家、屯門時代廣
場好日子酒樓等。

因應政府放寬堂食限制的要求，食肆
員工紛紛前往檢測，有多人驗出陽性。
荃灣海壩街都好小廚茶餐廳一名廚師確
診，該店11名同事須檢疫；油麻地廣
華街廣發商業中心地下一間餐廳的廚師
亦確診，9人須檢疫。同時，天后電氣
道金殿大廈1樓御名軒一名接待員初步
確診，患者無病徵。

食肆員工檢測期限不變
昨日出現數宗食肆員工確診個案，

政府會否要求所有員工均完成檢測才
可開工？食物及生局副局長徐德義
在疫情記者會上表示，要求員工做檢
測是一項預防性措施，並重申食肆員
工檢測期限為本月24日的安排不變，
員工毋須趕在今日放寬防疫措施前急
於完成檢測。
他續說，為應付業界對新增檢測的需

求，政府已增設多個臨時流動採樣站，
目前除了19間社區檢測中心，全港亦
有22個臨時流動採樣站，其中11個專
為食肆或指定表列處所員工服務，今天
亦會再增設4個臨時流動採樣站。樣本
收集包的每日供應量亦已增至逾5萬
個，以配合新需求。
徐德義並呼籲市民使用「安心出行」

應用程式，有關程式沒有安全風險，亦
不會違反私隱條例，只用於協助流行病
學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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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涌消防局納強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大廈渠
管問題屢屢被證實是新冠肺炎的播疫
源。屋宇署本地屋宇測量師協會前主席
陳子濱日前到深水埗一帶視察舊樓外牆
渠管，發現有大量結構及破損問題，造
成播疫風險。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
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謝偉銓形容情況觸目
驚心，昨日向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提出四
大建議，包括政府應為「三無」的問題
大廈先進行維修，再向業主收費，及設
立100億元的「樓宇維修保養基金」
等。
陳子濱表示，在深水埗鴨寮街、大南
街、基隆街等一帶發現有多處舊樓外牆
渠管出現失修破損、亂排，甚至雜草叢
生的情況。他指，有一棟大廈外牆渠管
如「萬箭齊發」且已嚴重生銹，估計是
因為劏房需要有獨立水錶，因此出現糞
渠與污水渠亂駁、沒有接駁氣喉及排氣
口高度不足；亦有大廈渠管「飛象過
河」，凌空接駁至對面大廈，增加大廈
住戶感染病毒風險，若渠管不幸斷裂更
會導致人命傷亡。
他又指，發現有大廈有住戶疑似僭

建，把雨水渠改為糞渠，但糞渠原應連
接沙井，現時則把污水排在地面位置，
容易造成播疫風險。同時，不少渠管都
雜草叢生，渠管有機會因植物根部不斷
生長而斷裂或出現裂縫，令病毒得以在

空氣中蔓延。
他又發現有市民自製「排污系統」，

在滴水的渠管下方設置兩把雨傘，讓污
水流到地上的發泡膠箱承載，造成污水
積聚，隨時成為播疫源頭。
陳子濱表示，以往屋宇署若發現渠

管問題將三度向大廈發出警告信，若
業主立案法團沒有理會則作出起訴，
但普遍「三無大廈」都沒有業主立案
法團，上庭的都是一些年紀老邁的長
者，無力承擔維修費用，故認為政府
應積極為這些有渠管問題的大廈提供
維修。

謝偉銓倡先修管再追數
謝偉銓昨日與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會

面，並提出四大建議改善大廈環境
生，包括為存在重大公共生風險的
私樓、尤其是「三無大廈」，由政府
直接委聘合資格人士為它們維修問題
渠管，然後向相關業主追回款項，並
向有需要業主提供資助；擴大現有資
助計劃的適用範圍，提升大廈生設
施；檢討相關法規，從設計、用料等
方面提升香港樓宇的防疫能力和生
水平，及設立100億元的「樓宇維修
保養基金」，再向每宗物業交易徵
費，以配對方式資助及鼓勵業主維修
大廈公用地方。

舊樓渠亂駁「飛象過河」易播疫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高俊威）特

區政府今日起放寬防疫措施，本港兩
間主題公園亦陸續重開。閉園逾兩個
月的海洋公園今日重開，網上預約系
統昨午5時起接受入園預約，系統僅
開放兩小時，連續兩個星期六、日的
預約均已額滿。香港迪士尼樂園則於
明天重開，並繼續實施一周營運5天
的安排，逢周二及周四暫停開放，今
日早上10時開放網上系統供市民預
約。
海洋公園昨日宣布，因應政府放

寬公眾娛樂場所、指定處所等營業
限制，公園今天重新開放。按照政
府最新防疫指引，所有遊客入園前
均需先掃描「安心出行」流動應用
程式二維碼，或登記姓名、聯絡電
話、到訪日期及時間。
所有員工於重開前及其後每14天

定期進行病毒檢測。同時園方會繼續
實施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整體及個
別機動遊戲和設施容客量減至不超過
一半，劇場會隔行入座等。
所有遊客入園前須事先網上預

約，額滿即止，系統於昨日下午5
時起開放，可預約今日起共14天的
名額。
香港文匯報記者最初嘗試利用電

腦上網預約，但出現網絡塞車，無
法連上網站，在改用手機預約時，
連上網站即出現排隊中頁面，需等
候3分鐘才能連上預約頁面。至昨
晚7時，連續兩個星期六、日的預
約均告額滿。

迪園明重開 周二周四休息
迪士尼樂園則宣布於明日重開，一星期營運5

天，逢周二和周四暫停開放（公眾假期及迪士尼
指定特別日子除外），網上系統於今日上午10
時起接受入園預約。
樂園會繼續實施人數管制，及執行健康及安

全措施如體溫檢測、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及加強清潔消毒等。
所有訪客需在入場前掃描「安心出行」二維

碼，或登記姓名、聯絡電話等資料，涉及運作的
演藝人員將每14日進行病毒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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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邨圓玄護老院
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院友緊急撤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由於劏房一戶一水錶，因此有業主改裝喉管，大廈外牆如「萬箭齊發」。
受訪者供圖

●有大廈渠管「飛象過河」，凌空接駁至對面大廈單位。 受訪者供圖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宗數：16宗

●本地個案︰12宗
●輸入個案：4宗
●不明源頭個案：10宗
●有關聯個案：2宗

初步確診：約10宗

部分確診個案
●葵涌消防局群組：累計兩名消防員確診，
另有1名消防員初確，數名家人確診及初
確

●個案10802：34歲男，無業，本月13日及
14日曾拜年，14日發病，近50人須檢疫

●一名九龍啟德工作的文職人員，在新年期
間曾拜年，逾20人須檢疫

●個案10808：72歲男，1月15日發病，曾
看三次中醫，2月15日嚴重不適，被救護
車送院；發病期間曾在屯門的幾間酒樓獨
自飲茶

●一名食品廠員工，2月11日最後上班，2月
14日發病

●沙田麗坪路一名地盤工人，2月13日檢測
呈陽性，傳染期未上班

●一名在元朗工作的裝修工，傳染期未上班

新增強制檢測大廈
新增一宗或以上確診個案的大廈
●沙田乙明邨明恩樓
●藍田滙景花園第 1座
●深水埗福華大廈
●油尖旺彌敦道 66-70 號金冠大廈
●紅磡維港‧星岸第 2座
●元朗豐樂里康城大樓
●黃大仙安利大廈
●屯門富泰邨秀泰樓
●油尖旺高景臺
●油塘高翔苑高鳳閣
出現兩宗或以上的確診個案的工作場所
●葵涌興盛路 77-79 號葵涌消防局
第二次檢測的大廈
●北角英皇道 997 號惠利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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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