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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通街流 居民憂播毒
觀塘協和街爆渠成年無人理 經本報介入屋宇署責令修葺
屯門友愛邨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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暉樓出現垂直傳
播情況，更出現
疑似橫向傳播，
令人再關注到渠
管可能播疫的問

題。香港文匯報近日接獲讀者報料指，
每日由早到晚人流絡繹不絕的觀塘協和
街行人路，過去一年持續有烏黑的污水
流出，全街瀰漫着濃烈臭味，不單影響

●污水從破損的牆壁內流出
污水從破損的牆壁內流出。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附近商戶，在附近巴士站等車的街坊更
是憂心忡忡，擔心污水或帶有新冠病
毒，可能造成病毒傳播風險。經香港文
匯報介入後，政府相關部門曾經到場實
地調查，發現附近住宅大廈的地下渠管
爆裂並流出污水，屋宇署已經向相關大
廈發出修葺令。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
●觀塘協和街污水流出問題持續一
年，居民擔心有傳播病毒風險
居民擔心有傳播病毒風險。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小姐擔心污水可能帶有病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污水可能帶有病毒，檢測污水是政府追蹤隱形
新冠肺炎患者的手段之一。香港文匯報近日

接獲讀者投訴，熙來攘往的觀塘協和街 141 號對出
路邊，每日有發臭的黑色污水流出，情況持續已經
超過一年。

街坊驚感染避之不及
鄭女士每日在觀塘市中心買餸後都會在協和街巴士
站等車搭回家，而巴士站的位置正是污水流出位置
旁。鄭女士對污水流出感到十分擔心，「所有巴士都
是停在這裡，沒有辦法不來，之前有大廈出現過喉管

傳播新冠病毒的個案，如果污水帶有病毒，路過不知
會不會也有感染風險。」
另一觀塘居民張小姐亦有同一憂慮，但她因為觀
塘市中心買餸的食材選擇較各屋邨街市多，價錢亦
較便宜，所以仍會到協和街附近的市場買餸，惟有
盡快買完就離開，希望可以減少曝露在感染風險的
時間。
上址一間藥房的職員張先生表示，臭水問題十分嚴
重，他與同事每日上午 8 時上班至晚上 10 時下班都會
持續聞到惡臭，烈日下情況更為嚴重。
旁邊一間食肆的負責人呂先生同樣對問題表示關

注，指環境衞生對食肆十分重要，惡臭情況持續令
顧客不敢光顧，「客人聞到臭味怎會還想繼續食？
我有做足店內的衞生措施，但店外的情況我無能為
力，即使政府有跟進過，但情況也不見有改善，我
十分無奈。」

食環署每日派員清掃
環境保護署發言人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
該署在去年 11 月已經接獲食物環境衞生署轉介，跟進
上址懷疑流出污水的問題，之後多次派員到上址進行
調查，其中兩次看見有少量透明無味的水間歇由護土

一院舍僅兩人適合打針 長者接種堪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
管局的疫苗接種外展隊明日開始
會到安老院舍為長者接種復必泰
疫苗，首階段有 10 間院舍參與。
外展隊會事先視察院舍，及評估
長者是否適合接種，其中兩間院
舍共約有一成長者有興趣接種疫
苗，但經評估後只有兩名長者被
評為適合接種。
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計劃將由
接種中心擴展至院舍，醫管局的外
展疫苗接種隊明日開始在社署安排
下陸續到安老院舍，為院友接種復
必泰疫苗。首階段有 10 間院舍參
與，港島東聯網獲安排負責其中兩
間院舍接種。

外展隊視察作身體評估
港島東醫院聯網服務總監康佩玲
透露，外展隊已事先派員到院舍視
察場地，並為願意接種的長者做身
體評估，原本有約一成、13名長者
有意接種，但經評估後，只有其中

一間院舍的兩名長者適合接種：
「醫生要查閱他們的病歷。如果他
跟你說這兩星期不太想吃東西，精
神亦不太好，你也不會夠膽為他接
種。」
律敦治及鄧肇堅醫院內科及老人
科副顧問醫生王自強補充：「長期
臥床或者很大年紀的（亦不太適合
接種），我們老人科醫生的經驗，
這些長者有些少藥物反應，例如發
燒或嘔吐都會令他入院，有額外風
險。」
他續說，院舍本身的設計沒有預
設用作打針，所以外展隊要實地視
察院舍環境，設一個特定的等候
區，讓長者休息等。
外展隊會在打針當日才去社區接
種中心領取疫苗。由於復必泰疫苗
曾經出現包裝瑕疵，護士離開接種
中心前會再三檢查疫苗，才放入有
溫度計的保溫袋，確保疫苗在運送
期間保持攝氏 2 至 8 度。外展護士
會在院舍當場稀釋疫苗，經稀釋但

有確診者或曾訪海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
本月初將主題公園的入園人數上限，由
可容納人數的 50%放寬至 75%，復活節
及清明節長假期每日都有大批市民到海
洋公園遊玩，當中可能包括一名新冠肺
炎患者。海洋公園發言人透露，上周四
（8 日）已得悉消息，即時向衞生署衞
生防護中心求證，但中心至今尚未確
認，強調公園已即時加強消毒工作。
海洋公園發言人昨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
詢時表示，公園上周四（8 日）已得悉可
能有一位新冠肺炎患者，曾在剛過去的復
活節及清明節長假期最後一日（6 日）到
訪海洋公園，園方已即時聯絡衞生防護中
心求證，惟尚待中心確認。
雖然有關消息仍有待核實，但發言人
表示，公園已主動採取進一步預防措
施，除例行清潔消毒外，公園當日即在
全公園進行特別清潔及徹底消毒工作，
以保障訪客、員工及動物健康。發言人
並重申，所有公園員工亦會繼續定期進
行新冠病毒檢測。

●醫管局外展疫苗接種隊明日開始陸續到安老院舍，為院友接種疫苗。
資料圖片
最終未被使用的疫苗，會運回接種
中心處理。
接種後，長者要觀察 30 分鐘，
每 15 分鐘要量血壓觀察，比社區

疫苗接種中心更嚴謹。外展隊還會
帶同急救包到院舍，除了有量度維
生指數的儀器，內裡還有數支腎上
腺素，以備不時之需。

K 房復業無期 Neway 突斷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為防範新冠
肺炎疫情反彈，部分限聚措施仍然維持，卡拉
OK等處所更自去年底停業至今。卡拉OK集
團Neway約500名員工日前打簿發現至今仍未
獲發薪金，資方回應指員工由本月起停薪留
職，但因處於停業狀態而未能逐一通知。勞工
處表示關注事件，已提醒及敦促該僱主須按
《僱傭條例》規定，向僱員支付工資。

每月支出近 2000 萬難捱
卡拉 OK 等處所自去年 4 月起先後 3 次停
業，累計停業逾 250 天，復業日期是未知之
數。卡拉 OK 集團 Neway 的員工在停業間獲
發一半薪金，惟有員工透露，本月 7 日打簿
時發現未有獲發薪金，透過分店經理向人事
部了解，卻獲老闆不出糧的回覆，又指事前
沒有接獲任何通知，而人事部僅員工自行
到勞工處追討。
Neway 發言人在回覆傳媒查詢時承認，約

500 名前線和後勤員工本月起停薪留職，又
指公司因至今仍未能復業，每月支出也近
2,000 萬元，形容情況非常難捱，相關安排
是迫不得已。
發言人解釋，公司仍處於停業情況，沒有
員工回店上班，故未能逐一通知，重申受影
響的員工在停業期間一直獲發半薪，強調公
司暫無大規模裁員安排。
勞工處昨日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勞工處關注事件，並已提醒及敦促該僱主
須按《僱傭條例》規定，向僱員支付工資，呼
籲受影響員工如對《僱傭條例》及其僱傭權益
有疑問，可到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各分區辦事處
查詢，勞工處會為有關員工提供適切協助。
發言人重申，根據《僱傭條例》，僱主必
須在工資期屆滿後的七天內支付工資，僱主
如故意及無合理辯解違反相關規例，即屬違
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 35 萬元及
監禁3年。

牆滲出而流至行人路面。
渠務署回覆香港文匯報指，該署曾聯同屋宇署及路
政署等部門實地調查，最終確定污水是由附近樓宇的
地下渠管流出，該署透露屋宇署已向有關大廈發出修
葺令，令業主進行所需的修葺工程。
食環署則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該署自去年至今共接
獲4宗相關投訴，並表示署方一向關注上址一帶的環境
衞生情況，除每日派員清掃外，亦定期派員清洗上址
一帶公眾地方，在接獲轉介後已安排街道潔淨服務承
辦商清洗上址一帶公眾地方，並會繼續留意上址情況
及採取適當行動，以保持環境衞生。

昨9人打復必泰不適送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共有 9 人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
苗後送院，包括 3 男 6 女，他們年齡介乎 24 歲至 64 歲，全部人都是
接種復必泰疫苗後不適。其中一名64歲女子，在龍琛路體育館接種
第二劑疫苗後，胸口痛及暈眩。另一名61歲男子在養和東區醫療中
心接種第一劑疫苗後出現高血壓。兩人情況穩定，未有遵從醫生勸
告自行出院。
截至昨日，新冠疫苗接種計劃下，累積79.13萬人次的市民已接種疫
苗，當中近56萬名市民接種第一劑疫苗，包括約34.61萬人接種科興疫
苗，約21.37萬人接種復必泰疫苗；約23.15萬名市民已接種第二劑疫
苗，包括約13.78萬人接種科興疫苗，約9.37萬人接種復必泰疫苗。
截至昨晚 8 時的過去 24 小時，約有 4.63 萬市民接種了疫苗和約
9,700名市民在網上預約接種疫苗。

診所停業次劑無得打
女子「求針」屢遭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目前使用的兩款新冠肺炎疫苗都
需要接種兩劑才能達到預期的保護效力，但有在私家診所打針的市
民，打完一針後因為診所停業而未能如期打第二針，她嘗試到社區
疫苗接種中心及其他 20 多間私家診所求打針被拒。有私家醫生解
釋，政府配給的疫苗是兩針一組計算，無法單拆一針為她接種。有
醫生促請政府彈性處理，包括由社區接種中心接手，或將私家醫生
的兩劑注射資助平均分配。
陳小姐（化名）上月 5 日在一間私家診所接種第一劑科興疫苗，
原定本月 2 日要打第二針，但診所因事停業至本月底才重開，令她
未能如期完成兩劑。
陳小姐因為擔心未依時打針會影響疫苗效力，試圖叩門找其他醫
生打第二劑，但卻被逾20名私家醫生拒絕，她說：「好徬徨，找第
一個醫生不成功、第二個不成功、第三個又不成功，全區都找過亦
不成功，個個都拒絕我。」

指綑綁式配給無後備疫苗
有醫生向陳小姐解釋，政府是綑綁式向私家診所配給疫苗，以兩
針為一組計算，故沒有後備或多出的疫苗為她接種。陳小姐於是轉
為向政府求助及嘗試預約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打針，但同樣失望而
回，「（回覆）官腔，說了等於沒說、沒有答案，我已經遵從政府
講法，跟來做（打疫苗），怎料政府沒第二個準備。為什麼政府
沒有設立查詢渠道？全部都電腦化、全部駁到語音，即使有人接
聽，得出來的答案都是『耍太極』。」
陳小姐最終找到前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為她單拆一針注射。楊超發估
計其他私家醫生拒絕接手為陳小姐打針，與政府資助有關，「正常情況
下（在同一間診所連打兩劑）第二針的資助120元，但單打第二針的資
助只得80元，醫生可能覺得不公平，覺得應該交回政府負責打第二
針。」他建議如果遇到有關情況，政府可以平分兩劑疫苗資助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