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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潮食館疑店內播疫6中招
位於尖咀位於尖咀KK1111 MuseaMusea 員工及上周四後曾光顧者全強檢員工及上周四後曾光顧者全強檢

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反覆，昨日新增

17宗確診個案。位於尖沙咀K11

Musea 的「名潮食館」爆疫，昨

日有1人確診、5人初確。其中一人

上周四（18日）光顧「名潮食

館」，其餘5人翌日（19日）亦

到該館用膳，至昨日6人全部中

招。5名初確者涉及三組人，當

中3人來自同一公司，另一名初

確者則為醫管局資訊科技部工作的

員工。衞生防護中心昨日指部分初

確人士互不相識，估計食肆內有傳播

情況，該食肆除要暫停營業及徹底消

毒外，政府更要求所有上周四後曾到

該食肆的顧客及員工接受強制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17宗

●輸入個案：1宗（25歲女，迪拜抵
港，感染N501Y變種病毒）

●不明源頭個案：6宗

●有關聯本地個案：10宗

初步確診：逾10宗

不明源頭個案

●個案10898：63歲男，居於柴灣杏花
邨26座

●個案10904：55歲女，旺角帝京酒店
餅店員工，居於大圍雲疊花園2座，2
月15日發病

●個案10909：58歲男，文職工作，九
龍灣上班，居於香港仔華貴邨華賢
樓，2月17日發病

●個案10910：22歲男，居於深水埗福
華街570至572號，2月11日發病

●個案10912：61歲女，居於筲箕灣東
旭苑東曉閣，2月22日發病

●個案10914：26歲男，於土瓜灣貨倉
任保安員，居於油尖旺彌敦道 315
號，2月21日發病

部分初確個案

●尖沙咀K11「名潮食館」群組：

‧九龍醫院資訊科技部人員，居鰂魚
涌逸樺園1座，2月19日惠顧

‧3名同在尖沙咀中心工作人士，當中
一人居於荔枝角泓景臺

‧居於維港灣7座的62歲退休人士，
與家人惠顧該食肆

●何文田余振強紀念中學16歲中學生，
他周二曾回校上課，同日不適，全校
師生須接受檢測

●62歲男子，於新蒲崗大有街上班，居
於香港仔華貴邨華賢樓

●荔枝角億京廣場工作的銷售員，本身
居於大埔滘策誠軒

新增強制檢測大廈

●梳士巴利道 18號 Victoria Dockside
K11 Musea 1樓113A號舖名潮食館

●香港仔華貴道3號華貴邨華賢樓

●深水埗福華街570號至572號及兼善
里16號至18號

●筲箕灣愛賢街8號東旭苑東曉閣

●黃大仙竹園道15號竹園（南）邨華園樓

●觀塘馬蹄徑3號麗裕大廈（地舖及1樓
除外）

●堅尼地城爹核士街11號浚峯

●元朗八鄉蓮花地11A號

●油尖旺彌敦道315號

●沙田田心街22號雲疊花園第二座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隨
着部分處所復業，員工必須定期進
行病毒檢測，考驗香的檢測能
力。政府化驗所的病毒檢測服務近
日「大塞車」，醫管局昨日透露目
前仍在處理上周五（19日）交還的
深喉唾液樣本樽化驗，換言之部分
人交樽5天都未有結果。有申請兼
職工作的巿民昨日向香文匯報表
示，僱主要求他檢測呈陰性才能上
班，他日前交回樣本樽，查問下卻
得知需時5天至7天才有結果，令
他大失預算。
帝京酒店餅店55歲女售貨員上

周五（19日）交回樣本樽，結果要
三天後至本周一（22日）晚上才有
陽性結果，令人關注檢測時間過長
情況。

日收兩萬樣本包檢測需時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

風險管理） 何婉霞昨在疫情簡報
會上表示，上周每日派出約3萬多
個樣本包，而過去兩天每日亦有一
兩萬個樣本包交回，因此檢測時間
較長，並指政府化驗所現時仍在處

理上周五（19日）交回的樣本。她
強調，普通科門診檢測服務主要是
給自覺有風險、但無病徵的巿心使
用，若巿民出現病徵，便須盡快求
診。
青年Jason昨日向香文匯報表

示，他月前由英國返後，早前透
過中介找到一份兼職，為一個為期
數天的藝術展覽擔任客戶服務人
員，但主辦機構列明其中一項條
件，是須持有病毒檢測陰性結果。
他遂於日前到灣仔鄧肇堅醫院社區
日間醫療中心交回樣本包，當時向
職員查問何時會有結果，職員告知
現要需時5天至7天。由於有關展
覽明天便開始舉行，相信已趕不及
在上班前獲得陰性結果。
他表示，中介公司負責人為參與

該項兼職的人士開設WhatsApp群
組，以分配更表，但不少人同樣於
群組內反映交回樣本包後一直未收
到檢測結果，該名負責人自己上周
六（20日）交樣本包，亦未有結
果，感到焦急。Jason認為，若然
檢測人數太多，政府的化驗室可能
也未能及時處理其樣本，縱使以電

郵向政府查詢也未必有檢測報告。
所幸中介負責人昨晚回覆，向展

覽主辦機構查詢後，對方表示員工
可先上班再補交檢測結果，但主辦
機構設呈陰檢測證明的原意是確保
職員不是隱形患者，保障入場市民
的健康，但如今因為檢測滯後，先
返工後補檢測結果，或增加入場市
民的感染風險。

檢測機構仍維持24小時承諾
為政府進行病毒檢測工作的承

辦商相達生物科技，創辦人招彥
燾昨日接受香文匯報訪問時則
表示，農曆新年後檢測人數已大
增3倍，但包括其檢測機構在內的
五大檢測承辦商，仍然能維持24
小時內得出檢測結果的服務承
諾，他相信目前出現供不應求，
只限政府普通科門診的深喉唾液
樣本化驗。
他又指，其所在的檢測機構現

時每日可處理1萬個樣本，未來每
日檢測量可倍增至3萬個至5萬
個，相信其他承辦商面對需求增
加也絕無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首批100萬
劑BioNTech「復必泰」疫苗未能如期今日
抵。特區政府昨晚回應事件表示，根據復
星醫藥昨日通報，由於疫苗出口程序尚待完
成，疫苗昨日未能在德國付運今日抵，但
當中不涉及歐盟就疫苗出口的管制問題。另
外，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說，未來
兩星期的科興疫苗網上預約名額已滿，希望
未來數日可以開放第三個星期的預約名額。

卡出口程序「復必泰」遲兩日抵港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獲復星醫藥確認，
準備供的首批100萬劑復必泰疫苗已完成
生產程序，並已順利通過相關的安全和品質
測試。特區政府一直就復必泰疫苗抵積極
籌備，並以疫苗2月底抵為目標進行一切
準備工作。
發言人續指，疫苗因出口程序尚待完成，未

能於昨日在德國付運今日抵，但當中並不涉
及歐洲聯盟就新冠疫苗出口的管制問題。首批
100萬劑疫苗會盡快由德國分兩班航班運送到
香，「我們會繼續與疫苗供應商積極跟進，

在復必泰疫苗從BioNTech位於德國的生產廠
房抵後，盡早啟動該款疫苗的接種計劃。」
據悉，疫苗或會遲一兩日抵。

優先群組千五診所接種免預約
另外，巿民接種新冠疫苗的反應踴躍，首

兩周約7萬個網上預約名額已滿，聶德權昨
日在電台節目上說，希望未來數日可以開放
第三個星期的預約名額。他表示，有逾
1,000名私家醫生共約1,500間診所參與計
劃，下周中可為優先群組人士接種科興疫
苗，並毋須預約，而這一兩日會安排私家醫
生向衞生署預訂所需要的劑量。
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

集人、香大學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繁毅昨
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市民在接種前，須主
動申報自己有否過敏史，「我們會有一個敏
感門診，特別將嚴重敏感人士先進行篩查及
皮膚測試，才會接種新冠疫苗。一定要自己
申報，這很重要，是病人或接種者自己的責
任。」市民接種後會收到資料，內有若出現
不適時的求醫指引。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文森）政府前晚再
度突襲式封區，將新蒲
崗錦榮街金橋大廈及東
誠大廈劃為指明「受限
區域」，至昨日凌晨2
時約520名居民接受強
制檢測，無發現確診個
案。政府亦動員約200
人到訪限制區內的256
戶，當中56戶沒有應門，政
府會採取措施跟進。而相關執
法行動在昨晨10時半完成，
發現有6人未進行強制檢測，
已向他們發出強制檢測令。
今次是政府相隔兩星期後再

次圍封行動，於前晚8時半開
始，警員在金橋大廈和東誠大
廈拉起封鎖線，政府人員在現
場設立臨時採樣站為須受檢人
士提供服務，昨晨7時許完成
強制檢測行動，但兩大廈仍未
解封，有警員和工作人員在出
入口和行人路把守，居民出示
陰性檢測結果或佩戴手環證明

已接受強制檢測，經登記後才
可以離去。而相關執法行動在
昨晨10時半正式完成，大廈
獲解封。
此外，政府昨日亦派員到

早前被納入強檢的紅磡崇潔
街崇字大廈崇愛樓進行執法
行動，檢查264名居民的檢
測報告，發現其中14人違反
強制檢測公告，向他們發出
強制檢測令，及罰款 5,000
元，要求他們於指定期間內
接受檢測，不遵強制檢測令
即屬犯罪，並可處罰款
25,000元及監禁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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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結果等一周 市民嘆有工難返

科興疫苗第三周名額將開放

●張竹君（左）表示，暫未清楚「名潮食館」的
傳播途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工作人員在「受限區域」內檢查受
限人士是否已接受強制檢測。 中新社

●●何文田文福道何文田文福道2727號余振強紀念中學要停課號余振強紀念中學要停課1414
天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尖沙咀尖沙咀KK1111名潮食館多名食名潮食館多名食
客染疫客染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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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昨日新增17宗確診

個案，1宗為輸入病例，16宗本地個案中則有6
宗源頭未明，其中一名患者上周四（18日）中午
12時許曾光顧尖沙咀K11 Musea 的「名潮食
館」。令人關注的是，昨日十多宗初步確診個案
中亦有5人在上周五（19日）下午1時至2時期
間到「名潮食館」用膳。
她指出，食肆有不少食客光顧，同一食肆出現

一兩宗食客確診個案不足為奇，但5名初步確診
者在同一時段內到該食肆用膳，則是過於巧合。
而5名初確者涉及三組人，當中3人為同事，於麼
地道的尖沙咀中心工作，其餘兩人則包括一名醫
管局資訊科技部工作員工，以及一名退休男子，
有關群組彼此互不相識，估計食肆內有傳播。

未清楚傳播途徑
她表示暫未清楚「名潮食館」的傳播途徑，但
認為有可能是有患者如食肆員工或食客傳播病
毒，「始終呢啲都係新冠病毒，比較大機會都係
人傳人，會唔會當時有啲人有病徵、曾經咳嗽，
或是有啲人經過、坐得好近。」為謹慎起見，餐
廳所有員工以及上周四之後曾光顧該食肆的客
人，都需要接受強制檢測。
她說，「名潮食館」共有18名員工，問及之前
是否已接受定期檢測，她表示正聯絡有關方面了
解，暫未知詳情，但就算員工早前檢測呈陰性，也
有機會仍處於空窗期。另外，政府已透過「安心出
行」程式通知食客，若食肆有收集食客的個人資
料，則會向相關食客發手機短訊通知進行檢測。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
何婉霞則表示，該名曾到「名潮食館」用膳的醫
管局資訊科技部員工，於醫管局總辦事處資訊科
技大樓上班，周一晚出現病徵，周二最後一日上
班，同日檢測後初步確診，他毋須接觸病人，上
班時有佩戴口罩，資訊科技部員工會進行檢測，
資訊科技大樓亦已安排消毒，而該員工當日與另
三名文職同事到「名潮食館」用膳，故該3名同
事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須檢疫。
至於另一初確者為62歲退休男子，居於大角咀
的維灣7座，他上周五（19日）與家人到「名潮
食館」午膳，之後亦到過其他食肆，包括周日曾到
奧海城店糖心軒，周二則曾到區內的金家樂茶餐廳
用膳，而他同日有發燒病徵，結果檢測呈陽性。

何文田余振強校停課14天
其他初確個案，則包括一名居於何文田愛民邨
建民樓的16歲學生，其就讀何文田余振強紀念
中學，而本大部分學校周一復課，而他周二
（23日）回校上課當天感到不適，翌日到伊利沙
伯醫院求診，結果檢測呈陽性。張竹君指該校暫
只有一宗個案，患者上課時有戴口罩，故毋須將
一同上課的學生列為密切接觸者，但建議該校停
課14天，全校師生須接受檢測。

●●西環爹核士街西環爹核士街1111號浚須強制檢測號浚須強制檢測。。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