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葛量洪醫
院一名訪客初步確診，患者在土瓜灣上鄉
道任職文員，本月20日及21日曾到該院
紓緩醫學科病房探病，每次逗留約半小
時，並持有72小時內陰性檢測證明，惟
其後「陰轉陽」。其探訪的家人及同病格的
另外3名病人均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需要
接受檢疫。
曾到葛量洪醫院探病的初確患者，本

身居於筲箕灣東旭苑東曉閣，她探病期
間雖然全程有佩戴口罩，並持有72小時
內發出的陰性檢測結果證明，但本月22
日，她出現流鼻水病徵，於流動採樣站
接受檢測，昨日得悉檢測結果為陽性。
院方的醫院感染控制組即時進行接觸追

蹤調查，發現她探病時，其住院親人及
同一病格中另外3名病人均因健康狀況
未能妥善佩戴口罩，被界定為密切接觸
者，需要檢疫，但無醫護人員受影響。
另外，選舉事務處一名58歲文書主任

初步確診，患者居於華貴邨，在九龍灣
國際展貿中心13樓工作，負責選民登記
的後勤工作。他於本月17日發病，22日
最後一天上班，新春前後在家有拜年活
動。
有關聯個案方面，筲箕灣明愛樂義學

校再增3宗確診個案，包括一名學生及
兩名確診者家人，均由檢疫中心送院。
群組累計有3名學生、3名工作人員及4
位家人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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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塞車 賣餅婦交樽3天才知陽
食肆群組湧現 荃灣「火山燒」廚房工中招累逾10人隔離

特區政府昨日宣布

放寬「限聚令」至最多

4人聚集之際，昨日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現暗湧，並出現多宗食肆感染群組，多名

患者涉及餐飲業，包括荃灣大壩街「火山燒」的廚房工人、旺

角帝京酒店餅店的兼職售貨員、西貢布袋澳一間海鮮酒家的

兼職司機等。其中帝京餅店的55歲女售貨員初步確診，她本

月15日已感不適，19日曾遞交樣本，相隔3天才獲通知呈陽

性，她現已入院接受深切治療。對於她的檢測結果姍姍來

遲，醫管局解釋近日市民檢測需求大增，每日派出兩三萬個

樣本包，拖慢檢測進度，事件突顯香港的檢測能力仍大落

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12宗

●輸入個案：1宗 (來自菲律賓)
●不明源頭個案：3宗
●有關聯個案：8宗

初步確診：超過10宗

不明源頭確診個案
●個案10891：35歲男，在荃灣大壩街「火山
燒」餐廳做廚房工人，逾10名同事須檢疫

●個案10895：24歲男，無業，居於新蒲崗
金橋大廈，曾赴重慶大廈購物

●個案10896：30歲女，電話銷售員，在牛
頭角創業街上班，20多名同事須檢疫

不明源頭初確個案
●55歲兼職女售貨員，在旺角帝京餅店上
班，本月15日發病，22日到急症室求醫，
目前在深切治療部留醫

●63歲兼職司機，在西貢布袋澳「海鮮島海
鮮酒家」任職，負責接載食客來往食肆及
坑口港鐵站，有家人初確

●22歲兼職店員，本月2日至13日曾於太子
花墟道18號賣花，居於長沙灣福華街一幢
唐樓

●在土瓜灣上鄉道工作的文職人員，曾去葛量
洪醫院紓緩醫學科病房探訪家人，其探訪的
家人及3名同病格病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58歲文職人員，居於華貴邨，在九龍灣上
班，新年前後有拜年活動

●26歲定期洗腎女病人，檢測結果不確定

變種病毒
●累計40宗「N501Y」變種病毒個案，當中27
宗為英國類型病毒株，4宗為南非類型，1
宗類似巴西類型，其餘未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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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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院訪客「陰轉陽」4病人隔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
自年廿九最後一次封區後，相隔13天、
昨晚突擊圍封新蒲崗錦榮街6號至24A號
金橋大廈和錦榮街1號至33號及衍慶街5
號至7號東誠大廈，目標在今日上午約7
時解封。翻查資料，金橋大廈昨日錄得1
宗不明源頭確診個案，而東誠大廈雖然過
去14天沒有錄得確診個案，但居民表示
大廈衞生環境欠佳，理解政府封區原因。

司機翌日取車：抗疫無計啦
昨晚8時，「收爐」13天的封區隊伍

再次奉命出動，由警員作先頭部隊封鎖
金橋大廈及東誠大廈，附近店舖及食肆
匆匆「落閘」收檔，停泊在受限區域內
的車輛也被迫「禁足」，司機麥先生
「遲嚟一步」，唯有聽從警員指示今日

才回來取車。他說：「突襲封區係會造
成少少不便，但為抗疫都無辦法。」最
後他改搭巴士回家。
據了解，金橋大廈約有70戶，以長者

居多。居民鄺女士表示，對封區感到非
常突然，但她直言，大廈的衞生情況一
般，居民經常將垃圾棄置在走廊，有人
甚至胡亂棄置口罩，希望封區能徹底消
除傳播鏈。
政府發言人指，爭取今日上午約7時
完成行動，政府已為居民準備簡單食
物、清潔用品。
另外，政府公布油麻地渡船角文苑樓前

座、荃灣中心南寧樓，以及紅磡環海．東
岸1C座，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任何在
本月10日至昨日期間曾身處有關地方超
過兩小時的人，最遲明日要接受檢測。

牛年首封區 新蒲崗兩廈「禁足」昨錄12確診3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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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本港新增12宗確診個案，除一宗來
自菲律賓的輸入個案外，其餘均為
本地感染，當中3宗源頭不明。
另有十多宗初步確診，其中至少5
宗源頭不明。
昨日確診的3宗不明源頭個案，
包括荃灣大壩街「火山燒」的一名
廚房工人、一名無業男子及一名在
牛頭角創業街上班的電話銷售員。
「火山燒」餐廳超過10名員工須檢
疫，而電話銷售員的工作毋須直接
接觸顧客，故僅有同事需要檢疫，
涉逾二十人。
此外，一名55歲在旺角帝京酒店
餅店兼職女售貨員初步確診，她居於
沙田，本月15日已感不適，17日前
往私家醫生求診，19日到醫管局普
通科門診遞交檢測樣本，其後因病情
持續，周一（22日）再度向私家醫
生求診，並被轉介到威爾斯親王醫
院，獲安排入院及採樣。當天深夜她
入院時的樣本驗出呈陽性，其19日
提交的樣本亦於相若時間通知呈陽
性。病人目前在深切治療部留醫。
對於病人要 3天才取得陽性通
知，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表
示，近期市民檢測需求大增，上周
每日派發兩三萬個樣本包，前日亦
派出1.8萬個，故普通科門診的檢測
需時加長。她呼籲市民如有不適應
先就醫，由醫生安排適合的檢測，
以免延誤病情。何婉霞並指，該女
患者為長期病患，情況惡化或與自
身病情有關。

帝京酒店昨日表示，染疫女員工
屬臨時工，曾於本月16日及17日經
中介介紹於帝京餅店流動攤位上
班，至18日因未能提供陰性檢測報
告被拒上班。酒店將安排所有員工
於下周一（1日）進行檢測。

22歲「賣花男」疑染疫
其他初確個案亦有涉及服務行

業，包括一名居於長沙灣福華街唐樓
的22歲男子。他曾於本月2日至13
日在花墟道18號一間花店賣花，11
日開始喉嚨痛。張竹君指，暫未見到
有很多確診者到訪花墟，相信要稍後
才知道花墟是否有發生傳播。
另有一名63歲兼職司機初確，他

居於柴灣杏花邨，在西貢布袋澳
「海鮮島海鮮酒家」任職，負責接
載食客往返食肆及坑口港鐵站，本
月20日最後上班，同日發燒。其家
人亦初步確診。

張竹君：靠民自覺防疫
另外，政府即日起放寬限聚令，

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由兩人增至4
人。張竹君表示，社區傳播鏈其實
一直沒有切斷，亦很難切斷，但是
政府放寬限制有諸多考慮因素，公
共衞生是其中之一，還要依靠市民
自覺防疫。
她並表示，最近有較多確診者安

裝或使用「安心出行」程式，目前
暫有約20名確診者使用，中心追蹤
個案接觸史時，會檢視患者的「安
心出行」記錄，系統比對資料後，
會向曾與患者共處同一處所的人等
發出感染風險通知，但不代表接到
通知者屬於密切接觸者。

●新蒲崗金橋大廈及東誠大廈於昨晚突擊圍封，兩廈住戶需強制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旺角帝京酒店一名55歲兼職女售貨員初步確診，現
於深切治療部留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網上預約新冠疫苗接種系統昨日
啟用，接近傍晚已經有 7 萬名優先
群組市民預約接種，未來14天預約
已額滿。市民積極參與接種計劃是
好事，說明大家相信科學，重視自
身健康，更狠摑攬炒派一巴，令其
抹黑中傷國產疫苗的謊言不攻自
破。政府應順勢而為，持續增加資
源、提升效率，確保預約系統順
暢，改善整個接種安排，令接種疫
苗服務更快捷便民。

在國家支持下，國產科興疫苗上
周五率先抵港，昨日預約系統投入
運作，暫時只能選擇接種科興疫
苗。攬炒派一直抹黑國產疫苗，詆
毀其保護作用低，恐嚇市民不要
「做白老鼠」云云。但現實所見，
接種預約一開始就受到市民踴躍支
持，優先接種的五個群組包括60歲
以上長者，首14天預約額度第一日
就爆滿，攬炒派政治化抹黑國產疫
苗企圖落空，市民以行動碾壓謠
言。市民踴躍參與接種，肯定了政
府和醫療專家早前對疫苗的解釋、
宣傳工作做得到位，讓公眾相信科
學，重視自身健康安全，希望透過
接種疫苗加快經濟民生復常。

全民接種計劃起了好頭，接下來
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完善。首先，面
對市民的踴躍需求，政府應盡快想
方設法增加疫苗供給，無論是國產
疫苗還是進口疫苗，都要持續做好

供貨安排，畢竟首批 100 萬劑疫苗
只夠50萬人接種，隨時在短短幾日
內就被人預約一空，政府要保證疫
苗供應穩定，滿足市民所需。其
次，政府應調撥更多人力物力，支
援疫苗接種計劃。消息指另一款
「復必泰」疫苗本周四也會抵港，
屆時將安排餘下24間社區接種中心
接種。這對人員安排、行政協調等
方面將是更大考驗。

另外，從首日預約系統多次「大
塞車」的情況看，政府要持續完善
接種預約系統，提升負荷能力。昨
日凌晨預約系統一度「當機」40分
鐘。資訊科技界人士指出，政府低
估使用量。現時整個預約過程需時
大約 30 分鐘完成，有空間改善流
程，可以做得更方便快捷。

市民積極參與接種計劃，是主動
支持、配合政府抗疫的體現，政府
和公私營醫護應更有動力把好事辦
好。有報道指，政府已和私家醫生
商討在私家診所進行接種疫苗的安
排，預料下星期可以啟動，屆時市
民可以在居住的社區附近，找熟悉
的家庭醫生接種，相信更受市民歡
迎。政府、醫護、市民群策群力，
做好全民疫苗接種計劃，同心抗
疫，有望加快本港控疫的進度，有
助早日恢復與內地、澳門等跨境往
來，為重振經濟民生注入「強心
針」。

順勢而為增撥資源 令疫苗接種更便捷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發表重要講話，定
下「愛國者」標準、掌握管治權者要求，為「愛國
者治港」訂明清晰政治底線和完善相關制度的原
則。昨日，特區政府提出修例，完善公職人員宣誓
和就職安排，將相關安排涵蓋區議員，並列明違反
誓言的處理機制和法律後果。政府行動迅速，將
「愛國者治港」的標準和要求制度化、法治化，通
過更明確、易操作的法律手段，堵塞反中亂港之徒
利用管治平台挑戰「一國兩制」、破壞香港繁榮穩
定的漏洞，為將「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落到實處
邁出重要一步。

夏主任為「愛國者」定下三大客觀標準，有強烈的
現實針對性，對進入香港管治架構的從政者履行對國
家和特區效忠的憲制責任和政治倫理劃紅線、立規
矩。社會各界也越來越深切意識到，在「愛國者治
港」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正本清源是當務之急，把「愛
國者治港」這一根本原則落到實處是共同責任。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清華大學國家治理研究
院院長王振民表示，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不
止是政治原則和要求，更要進一步深化到法律制度
及機制，將其體現於法律中。另外，全國港澳研究
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區議員當然是公職人員，因
為區議員是領取公帑為地區服務，而且立法會議席
也有區議員界別，區議員也是選舉委員會委員，有
票選出特首。區議員行使公共職能，有其政治目
的，所以區議員宣誓是理所當然。

區議員作為本港治理架構的一員，應受到「愛國
者」標準的約束和規範。前年區議會選舉，攬炒派
政棍借修例風波佔據區議會議席，其後濫用公帑、
攻擊政府、侮辱警隊，肆無忌憚縱「獨」煽暴，把

原本專注服務社區和居民的區議會變成反中亂港的
舞台。因此，政府修例規範區議員宣誓安排，為區
議會撥亂反正，更顯刻不容緩、勢在必行。

此次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設立正面及負面清單，
負面清單的行為包括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
動；拒絕承認中國對香港特區擁有並行使主權；宣
揚或支持「港獨」主張等等。有關規定明確清晰界
定區議員的行為是否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
區」，是在普通法框架下，汲取成文法優點的有益
嘗試，通過清楚列出相關行為，讓宣誓者知所依
循，有利法庭和執法者準確依法行事，亦讓市民清
楚理解法例要求，減少不必要的誤解和爭議。

草案亦建議，授權律政司司長可以在任何時候，
以某位議員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要求，
或違反誓言為由，向涉事議員提出法律程序，議員
會即時被暫停職務，直至法庭有最終裁決；若被裁
定喪失議席，將於5年內不得參選。此項建議以有阻
嚇力的法律措施，消除攬炒派政棍鑽法律空子，不
容其利用法律程序濫用公共資源挑戰「一國兩
制」、損害香港繁榮穩定。

夏主任指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架構中，身
處重要崗位、掌握重要權力、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
人士，必須是堅定的愛國者。在愛國標準上，對他
們應該有更高的要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
衞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條例通過後，民政事務局
將盡快安排現任區議員宣誓，而去年參選立法會選
舉時被裁定提名無效的4名現任區議員，理論上將失
去擔任區議員的資格。這充分展示政府依法落實
「愛國者治港」的決心和執行力，對所有試圖挑戰
「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人都是嚴重警示。

「愛國者治港」法治化 牢牢掌握特區管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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