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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倡向後追蹤防群爆
調查病發檢測前兩周到訪地點接觸者 擴範圍查密接者追源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本 港

新冠肺炎疫情再度

緩和，昨日新增7宗確診

個案，是連續第四天錄得單

位數確診。其中僅1宗屬本地

個案，與早前個案有流行病學關

連，沒有源頭不明本地感染，其餘

6宗都是輸入個案，患者是外傭、

船員及機組人員等。初步確診個案

則少於10宗。有防疫專家認為，目

前源頭不明個案相對較少，政府可

考慮採取「向後追蹤」，即調查患

者在病發前或檢測前兩星期曾到

過的地點或接觸過的人，擴大

範圍追查密切接觸者，此舉

對調查感染源頭或預防超

級群組爆發有更佳成

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明天起泳池
可獲重開，戲院、主題樂園及表演場所入場
人數上限准予調高至75%，消息指行政會議
昨日通過有限度恢復宗教活動。食物及衞生
局局長陳肇始昨日表示，目前本港沒有條件
大規模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日前宣布的新一
輪社交措施只是適度調整，並已經做好風險
評估，考慮到疫情緩和下，市民希望回復正
常生活，強調政府會小心、有序放寬。

疫苗接種是社會復常希望
陳肇始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考慮到市

民希望在復活節長假有地方活動，泳池、戲
院、主題樂園等處所過去在疫情管理上大致
做到政府要求，因此可適度調整防疫措施，
並指希望宗教團體復辦活動時，能遵守政府
的感染控制措施，包括掃
描安心出行、保持空氣流
通。
她指出，如果要百分百

回復疫情前的正常活動，
例如重開其他表列處所，
一定會有風險。對於酒吧
業界要求復業，陳肇始
說，要評估整體感染風
險，又強調現時有疫苗及
檢測，已經令安全系數提

升，重申疫苗接種是社會回復正常生活的一
個希望。
另外，政府放寬中、低風險地區來港人士
的檢疫安排，有專家感憂慮，尤其是疫苗對
變種病毒作用有限，陳肇始表示，對曾發現
變種病毒的地區，仍維持21天檢疫安排，亦
要求中、低風險地區抵港人士，在港接受14
天檢疫後進行7天自我監察，以及在抵港第十
九天留檢測樣本。她又指，正與航空公司商
討安排指定航班，讓在英國的港人回港，預
計4月下旬才可實行，但會爭取愈早愈好。

何栢良：更衣室通風是關鍵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在另一電

台節目上亦認同說，社區個案仍未清零，政府
今次放寬防疫措施，採取較慢步伐做法較好，

以防復活節長假期後疫情
反彈。他表示，泳池泳灘
重開，風險在於更衣室，
重點是通風有無做好，政
府應主動量度這些更衣室
的鮮風量。另外，針對一
些有人數限制的處所，例
如宗教場所或食肆等，政
府應強制要求處所，在門
口張貼可容納的人數，令
執法更客觀、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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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在電台節目
上表示，雖然現時疫情已見緩和，有時

更沒有本地個案，但不等於完全有信心在社區
無個案，亦未達至清零，政府不希望過往在第
四波疫情所作出的功夫和努力毀於一旦，故不
會大幅度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6輸入1本地 密接者確診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本港新增7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累計個案增至11,462
宗。新增個案中只有一宗本地個案，44歲的女
患沒有病徵，是早前另一宗確診個案的密切
接觸，本月17日起入住檢疫中心，昨日證
實確診。因沒有源頭不明個案，故未設疫情記
會。
至於6宗輸入個案，包括兩名分別來自印尼
和菲律賓的外傭，兩名從烏克蘭抵港的男船
員，一名從土耳其來港的男機組人員，以及一
名由巴基斯坦來港的男子。其中菲律賓外傭、
巴基斯坦來港男子及其中一名從烏克蘭來港船
員，均驗出對變異病毒株N501Y呈陽性反應。
總計過去14日新增71宗本地個案，其中只
有19宗源頭不明。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
心總監何栢良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指出，
由於源頭不明個案目前相對較少，政府應進一
步加強個案追蹤的工作，以阻截傳播鏈。
他解釋，根據英美的分析，採取「向後追
蹤」的方法，即調查患在發病或檢測前最少
兩星期曾到訪的地方或接觸過的人，對調查感
染源頭或預防超級群組爆發有更佳成效。
他認為政府應趁現時本地源頭不明個案減
少，有較多資源和人手時，加強個案追蹤工
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香港特
區正進行新冠疫苗接種計劃，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昨日表示，部分特定群組人士
若已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兩星期，可
取代必須進行定期檢測的要求，日後醫
院及安老院舍的探訪安排亦可放寬。她
又指，近日本港確診宗數已下降至低水
平，現在是時候重新與新加坡商討「旅
遊氣泡」。

促生產商交報告恢復接種
不少市民正陸續接種第二劑科興疫

苗，復必泰疫苗的接種計劃則因一個批

次疫苗的包裝出現瑕疵暫停。林鄭月娥
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與傳媒會面時指
出，復必泰疫苗生產商的初步調查顯
示，包裝瑕疵對疫苗質素及效用均無影
響，但仍期待生產商盡快提交最終報
告。政府會與生產商商討，以盡快恢復
疫苗接種，讓已注射第一劑復必泰疫苗
的市民，可如期接種第二劑。
她強調，接種疫苗的最大誘因是保護

自己及家人。她引述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陳肇始指出，如果安老院舍職員、提供
晚市堂食的餐廳員工、希望全校恢復半
天面授課堂的學校教職員等，在完成接

種兩劑疫苗的兩星期後，可取代進行定
期檢測，換言之他們返工毋須定期接受
病毒檢測。她聽說飲食業界認為此安排
不錯，而日後完成接種兩劑疫苗後，探
訪住院病人及安老院長的安排亦可放
寬。

擬與新加坡商討「旅泡」
香港與新加坡原定去年11月建立旅遊
氣泡，但因本港爆發第四波疫情而被迫
暫緩。林鄭月娥表示，旅遊氣泡早前因
疫情關係延遲推行，但因近日本港確診
數字已下降至較低水平，現在是時候重

新與新加坡就旅遊氣泡安排進行商討。
至於接種疫苗是否市民出入境的強制要
求，則需視乎與新加坡的討論。
另外，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

主席曾祈殷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認
為，政府目前鼓勵市民接種疫苗的力度
不足，應該考慮在工作、旅遊及出行方
面增加誘因。對於政府讓指定檢測群組
接種兩劑疫苗後14天可豁免定期檢測，
曾祈殷認為只是第一步，若這些群組的
反應不理想，政府必須再有下一步做法
以提高接種率，及早達至群體免疫，減
少高危處所出現疫情爆發風險。

特首：特定群組打兩針免定期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新冠疫苗接種率偏低，定期病毒
檢測仍是預防隱形患「播疫」的
最有效方法。政府昨日宣布，新一
輪安老院、殘疾人士院舍及護養院
員工強制檢測計劃即將展開，從業
員必須在下月2日至15日期間接受
檢測。此外，勞工處宣布下月每逢
周日及清明節翌日（下月5日）繼
續在外籍家庭傭工經常聚集的地點
設立流動採樣站，為外傭提供免費
病毒檢測服務。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早前按《預防

及控制疾病（對若干人士強制檢
測）規例》（《規例》）（第五百
九十九 J章）發出「強制檢測公
告」，規定由安老院、殘疾人士院
舍、護養院以及附設於安老院或殘
疾人士院舍的僱員（包括全職、兼
職及替假員工），若需於下月16
日至29日期間值勤，必須於下月2
日至15日期間，按照公告指明的
規定及程序，進行新冠毒病的聚合
酶連鎖反應核酸檢測（指明檢

測）。
任何相關人士如未有遵從檢測公

告即屬犯罪，可處定額罰款5,000
元，並會收到強制檢測令，要求該
人士於指明期間內接受檢測。不遵
從強制檢測令即屬犯罪，一經定
罪，可處罰款25,000元及監禁6個
月。
社署和衞生署將會發信通知各院

舍有關安排及要求。此外，院舍亦
應提醒員工必須妥為保存載有檢測
結果證明的電話短訊通知或檢測結
果報告。

4流動站助外傭檢測
此外，勞工處下月繼續在外傭經

常聚集的地點設立流動採樣站，4
個流動採樣站分別設於中環遮打道
行人專用區（近巴士站）、銅鑼灣
維多利亞公園興發街入口（近港鐵
天后站A2出口）、荔枝角公園入口
（近港鐵美孚站D出口）及荃灣公
園入口（近港鐵荃灣西站 D 出
口），流動採樣站於下月每逢周日

及清明節翌日（下月5日）、上午
10時至下午5時開放。
外傭須帶備香港身份證或護

照，並即場於政府網頁（www.tg-
ptest.gov.hk，選擇「非政府人員
──外籍家庭傭工」）登記個人
資料，以便接收電話短訊通知檢
測結果。在登記程序完成後，外
傭會獲發樣本瓶條碼編號，作為
參考。如外傭有需要，當值人員
亦可協助登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截至本周
日（28日），衞生署共接獲醫管局呈報
13宗有關接種新冠疫苗後幾天死亡的個
案，涉及9男4女，年齡介乎55歲至80
歲。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
昨日開會，評估當中6宗事件，指根據
現時資料顯示大部分個案死於自身的心
血管疾病，總結死因與疫苗接種並沒有
因果關係。

皆死於自身心血管病

專家委員會就現有的資料檢視每宗個
案，包括考慮病的病況及病歷、相關
臨床數據、該疫苗相關的資料及初步解
剖發現，基於世界衞生組織的算法流程
進行因果關係評估，而昨日在會議上，
評估了其中6宗。
第一宗涉及一名於3月6日離世的55

歲女子（個案於同日公布）。全面解剖
報告顯示，死因為大動脈撕裂引致的急
性心肌梗塞，其他檢驗報告亦未發現有
可能因疫苗而引起的免疫反應，因此委

員會按世衞算法流程，認為該女子的死
亡與疫苗接種的因果關係不一致（即沒
有因果關係）。
另外有4宗個案分別涉及年齡介乎59
歲至66歲的男子。初步解剖發現他們
本身分別患有冠狀動脈病、破裂性心
肌梗塞及冠狀動脈血栓、高血壓冠狀
動脈病、以及急性缺血性冠狀動脈
病。餘下的最後一宗則因急性心肌梗
塞死亡，專家委員會認為，以上人士
的死亡與疫苗接種並沒有直接的因果

關係。
根據本地的死亡率數據，在2019年的

同一時期（即2月26日至3月28日），
在55歲或以上的人口當中，有362人
（即每10萬人有14.2宗）死於缺血性心
臟病，及有602人（即每10萬人有23.7
宗）死於心臟病。專家委員會經審視有
關數據，並認為至今並未發現有不尋常
的現象。專家委員會會繼續密切監察有
關情況，並會收集更多數據以作進一步
評估。

接種後6死個案 專家證與疫苗無關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個案：7宗

●不明源頭個案：0宗

●有關聯本地個案：1宗

●輸入個案：6宗（兩名
分別來自印尼和菲律賓
女傭，兩名從烏克蘭抵
港男船員，一名從土耳
其來港男機組人員，一
名由巴基斯坦來港男子)

●輸入性變種個案：3宗
（帶有 N501Y 變種病
毒）

初步確診：少於10宗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新一輪院舍強檢下月展開

●何栢良表示，泳池泳灘重開，風險
在於更衣室。圖為九龍公園泳池。

中新社

●勞工處下月繼續在外傭經常聚集
的地點設立流動採樣站。圖為早前
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區的流動採樣
站。 資料圖片

●●特區政府在浸會大學設立流動採樣特區政府在浸會大學設立流動採樣
站站，，現場排起檢測長龍現場排起檢測長龍。。 中通社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