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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再有確診 百員工須檢疫
專家：病毒即時繁殖率連升4天疫情反彈響警號

香港昨日新增 20 宗確診個

案，是農曆新年假期後的新高。

美聯集團於深水埗的後勤辦公室

時隔 10天再有一名員工確診，

約百名員工須檢疫；筲箕灣明愛

樂義學校群組昨日新增 4 人確

診，其中一名社工曾到大埔匡智

松嶺第二校宿舍工作，該校亦有

十多名工作人員和6名院友須檢

疫。政府專家顧問、香港大學醫

學院院長梁卓偉昨日表示，病毒

即時繁殖率連續4天上升，令人

憂慮疫情反彈。衞生署衞生防護

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亦指，

昨日有6宗源頭不明個案，擔心

社區有隱性傳播，呼籲市民減少

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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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20宗

●輸入個案：1宗（本月20日乘
AI1314航班從印度抵港）

●不明源頭個案：6宗

●有關聯個案：13宗

初步確診：逾10宗

部分確診及初確個案

●筲箕灣明愛樂義學校新增4宗確
診和2宗初步確診

●福源廣場美聯集團後勤辦公室
新增1宗初步確診

●紅色小巴司機確診（車牌MB
4143），小巴來往荃灣、觀
塘、青山道及佐敦

●周大福珠寶店售貨員確診，曾
在油麻地、上環兩間分店工作

●一名居於葵涌雍雅軒1座的35
歲外傭確診

●一名居於藍田安田邨安健樓的
陪月員初步確診

新增強制檢測大廈

●葵涌葵聯邨聯欣樓

●粉嶺馬適路38號皇府山第5座

●觀塘翠屏道19號翠屏（北）邨
翠楠樓高座

●深水埗福華街 48A號至48B號
及石硤尾街27號至29號

●將軍澳尚德邨尚信樓

●慈雲山慈正邨正怡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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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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2.0 版
新增互動地
圖，顯示所
有疫廈位置
及其200米
直徑範圍。
市建局網頁

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香
港疫情稍有緩和，全港學校於農曆
年假後今日迎來上課天。教育局局
長楊潤雄昨日表示，共有約200所
學校申請安排教職員定期檢測，以
恢復全校半日面授課，其餘大部分
學校則可安排三分一學生回校，惟
全面復課仍需視乎疫情發展；他亦
提到，今年中學文憑試採取特別安
排，會讓考生回到母校應考四個核
心科，方便教師觀察學生健康情況
及聯繫工作，有信心考試能順利進
行。
楊潤雄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指，

文憑試四個主科考試，大部分考生
會回到母校應考，以便教師更容易
察覺學生的異常情況；若考場有人
不幸確診，學校亦能盡快通知學生
及家長。考評局會研究微調安排，
例如會將附近一兩所學校的考生調
配到對方的學校應考，亦會安排他
校教師在考場監考。
他強調，今年文憑試考場會做好

防疫措施，包括為考生量度體溫、

要求申報健康狀況；並安排縮短考
試日數、延遲開考日至4月等，有
信心辦好考試。若教職員及學生需
接受強制檢測令，他們需要獲得陰
性結果才可回校，局方亦將向學校
發出相關指引。
至於復課情況方面，楊潤雄指會

考慮整體疫情、衞生專家意見、學
校防疫措施等，故目前允許大部分
學校安排三分一學生回校，但仍須
視乎疫情發展才可決定全面復課時
機，目前尚未有時間表。

約200校申教職員定期檢測
早前教育局提供額外選項，若學

校能安排全校教職員每14天完成病
毒檢測，可申請全校恢復半日面
授。對此，楊潤雄透露，共有約
200所學校作申請，當中約100所是
補習學校，其餘主要為幼稚園，另
由於學界爆發個案不多，故目前並
不會強制所有教師接受恒常檢測。
他表示，本港現時有約180個領

取深喉唾液樣本瓶的地點，包括港
鐵站、郵局等，教師亦可選擇在社
區檢測中心進行檢測；亦有部分學
校安排校工為教職員一次過領取樣
本瓶，甚至邀請檢測商到校提供服
務。他透露，局方會與衞生防護中
心進一步商討，研究方便教職員進
行檢測的做法，「例如研究將樣本
瓶放於教育局哪些地方，方便教職
員領取。」
他指教師屬高接觸群組，但會否

被列入可優先接種疫苗的名單，則
需待疫苗供應量增加再作考慮。

楊潤雄：文憑試生返母校考四主科

●文憑試試場。 資料圖片

市建局曾於去
年10月在重建項
目的凍結人口調
查中，應用自行
研 發 的 「 健 康

碼」感染風險提示程式，惟該程式
未能準確記錄室內位置。市建局行
政總監韋志成於昨日發表網誌指，
本月中再推出加強功能的「健康
碼」2.0 版本，可掃描「安心出
行」場地二維碼，將有關處所的資
料、進出場所的日期與時間，記錄
在手機的程式內，以加強防疫抗疫
能力。
韋志成表示，市建局早前自行研

發的「健康碼」第一版在去年應用
時，政府尚未推出「安心出行」程
式；考慮到第一個版本的「健康
碼」程式存在未能準確記錄室內位
置的不足，故「健康碼」2.0版加
入掃描「安心出行」場地二維碼的
功能，讓同事可透過一個應用程式
既能偵測定位，預早編排行程以避
免接近或進入疫廈；亦可記錄進出
室內場所的資料，提升程式出行記
錄的準確度，加強防疫抗疫能力。
在2.0新版本中，程式亦為每個

風險提示記錄加入「個人備忘功
能」，以方便保存每次行程曾接觸
的人、到訪目的及活動內容等詳細
資料。
他強調，2.0版已加強私隱保障

措施，所有定位記錄由以往需傳送
及儲存在市建局的加密數據資料
庫，改為儲存在職員的個人手機
內，減低同事對私隱外洩的擔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本
港新冠疫情緩和，政府允許部分處
所復業，但酒吧、卡拉OK等娛樂
場所卻不在其列。香港酒吧業協會
副主席錢雋永昨日於記者會上指
出，持續停業重創行業生存空間，
至今已有210間酒吧結業，佔全港
酒吧總數15%，逾萬名從業員及相
關工作者生計受影響，現更面臨第
二波結業潮。他重申，業界願配合
任何防疫措施，懇請政府即時准許
酒吧復業，並向每間停業酒吧提供
50萬元補償，協助業界渡過今次難
關。

「食緊棺材本借錢硬頂」
錢雋永表示，酒吧被要求停業

逾3個月，但其間店舖租金卻要照
交，平均每間酒吧損失50萬至60
萬元，「老闆食緊棺材本，甚至
需要借錢硬頂。」他指疫情至今
已有210間酒吧因資金周轉不靈無
奈結業，佔全港酒吧總數15%，
逾萬名從業員及相關工作者生計
受損，無法養活家庭。他指若停
業令持續，將面臨第二波結業
潮，結業比例或衝破30%。
他表示，已曾多次約見食物及

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等官員，卻
未獲正面回覆，坦言若停業令持

續，不排除尋求法律援助，司法
覆核政府要求酒吧停業的決定。
錢雋永批評政府對酒吧在內的娛

樂場所存在偏見，質疑為何餐廳可
放寬營業，甚至部分酒吧餐廳仍可
正常售賣酒精飲品，純酒吧卻一直
停業零收入，「有行家在困境之下
自尋出路，最少已有30間酒吧申請
將牌照改為食肆牌照，未來將以餐
廳身份再開業並售賣酒類。」他指
出，只要售酒比例低於一半便被視
為餐廳，但有關比例只在向食環署
登記時自願填寫，事後卻不見查

核，若大量酒吧亂填，會同時增加
政府的工作壓力。
本身是單親媽媽的酒吧員工曹曉

蘭表示，自己因日間需照顧小朋友
而選擇到酒吧工作，疫情之下已有
數月「零收入」，如今已耗盡積
蓄，懇求政府准許酒吧復業，讓員
工可養活家庭。
酒吧老闆陳慶表示，過去幾輪防

疫抗疫基金補貼幾乎全數用作交
租，有員工眼見酒吧屢被停業已選
擇轉行，故即使未來復業，也要重
新招聘員工。

張竹君昨日在疫情簡報會表示，昨日新
增20宗確診個案，當中1宗為輸入個

案，在19宗本地個案中，6宗源頭不明，另
有十多宗初步確診個案。

社工訪特殊校 接觸無罩院友
早前出現確診的筲箕灣明愛樂義學校群
組昨日新增 4人確診，包括兩名學生家
人、一名學生和一名工作人員，另有兩名
工作人員初步確診。確診工作人員為33歲
男社工，曾以替假形式於本月9日至12日
在樂義學校工作，12日出現咳嗽，其後13
日至15日在大埔匡智松嶺第二校宿舍工
作，接觸沒戴口罩的院友，該校有十多名
工作人員和 6名院友須隔離。張竹君認
為，特殊學校院舍難以確保學生長期戴口
罩，若任何人受感染，容易出現病毒傳
播，而該名工作人員是群組中最早發病，
但需再調查是否為此群組的源頭。
十多宗初步確診個案中，包括一名在
美聯集團於深水埗福源廣場後勤辦公室
從事資訊科技的員工。該公司於本月10
日已有一人確診，但兩人並非密切接觸
者。張竹君認為，該辦公室或出現爆
發，或與環境污染有關，故約100名員工
須接受檢疫。
美聯集團昨日回應指，2月10日及20日
有資訊科技部門的員工確診，現時正接受治
療。公司指上址為後勤其中一個辦公室，確
診者並無與客戶接觸記錄。根據衞生署規
定，該辦公室的同事須進行隔離及檢測。
美聯又指，集團於2月10日後已全額資助
該辦公室的所有員工進行檢測，除確診個案
外，皆已證實呈陰性反應。
此外，受影響的辦公室已於2月10日及
20日兩次進行專業霧化消毒清潔。為保障
同事，集團已再次啟動「AB更」輪班工作
機制，安排同事每周分組留家工作。公司其
他辦公室、所有部門及運作皆維持正常。
一名居於藍田安田邨安健樓的66歲陪月
員也初步確診，她在本月19日發病，本月
11日為最後工作天。張竹君指出，她所住
的單位與早前出現確診個案的單位屬同一坐
向，或因環境因素而受到感染，但在傳染期
沒有上班。

籲民勿「報復式」出街消費
被問及現時疫情是否與農曆新年家庭聚
會有關，張竹君表示難講，因源頭不明個
案一直未跌至很低，社區傳播仍未清，加
上很多人的病徵輕微，較難確定現時找到
的個案是全社會的個案，「過了新年難免
有很多聚會，以及現在有措施開始放寬，
大家都希望外出吃飯，這些都會造成反彈
的機會，聚會時盡量減少時間、人數，或
可免則免。」
梁卓偉昨日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指出，現
時新冠病毒即時繁殖率連續4天上升，相信
與市民在農曆新年拜年和處所從業員檢測有
關，但相信數字未充分反映過往兩周疫情。
他表示，理解市民希望舒一舒氣，但需要節
制，否則第四波疫情無法斷尾，「盡量不要
『報復式消費』『報復式出街』，不要極端
聚集。」

酒吧復業無期憂再爆結業潮

●錢雋永（前排左四）指，酒吧業界面臨第二輪結業潮，懇請政府盡快給
予酒吧復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顏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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