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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直擊周日群聚 談天開餐聚賭肆無忌憚

外傭除罩狂歡 恐變疫情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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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外傭多於 4 人聚
集，違反防疫規定之外，還除罩聊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周日多個外傭
聚集地塞爆，多
人未遵守防疫規
定除罩四處活
動。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外傭周日
聚集情況。



昨日在金鐘添馬公園一帶，一頂
頂帳篷猶如雨後春筍架滿在草

此減少，大量外傭在公園、路邊、行人天橋上聚

地與行人天橋，阻礙通行的同時增
加傳播風險。不少聚集在此的外傭
並未遵守4 人限聚令，七八人聚在一
起時有；部分外傭雖4 人一組，但不
同群體間距離甚近，分組形同虛
設。不少外傭聚會時更不戴口罩交
談，互相分享美食，亦有外傭混聚
在不同群體中，若不幸確診，無疑
加速傳播。

集，更有人除下口罩聯歡甚至聚賭。有外傭更向

有外傭不知菲傭中變種毒

記者坦言並不知道有菲傭確診變種病毒。有專家

中區遮打花園一帶亦聚集大批外
傭聚會開餐，甚至有人公然聚賭。
警方昨晨採取行動，當場拘捕 11 名
30 歲至 56 歲的聚賭外籍女傭，檢走
一批撲克牌和賭款，她們另因違反
疫情下的「限聚令」被發出定額罰
款通知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隨機訪問一

(

外傭聚集問題一直是香港防疫盲點，日前一名
新來港菲傭被驗出感染變種病毒，確診前已在社
區逗留數日，情況令人擔憂。香港文匯報記者昨
日在港島多處均發現外傭的周日聚集情況並未因

指病毒流入社區後易出現交叉感染，強調要盡早
截斷傳播；有議員則促請政府加強執法，嚴防傳
播出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
政府根據「熔斷機制」，本月 20 日起禁止
所有菲律賓航班來港 14 天，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羅致光估計約有 546 名菲傭受影響未
能如期抵港。他指，新來港外傭供應減
少，肯定對僱主和家庭造成很大困擾，惟
面對國際疫情惡化，控疫是最主要的政策

考慮。
羅致光昨日發表網誌，指出去年疫情開
始前，香港平均每日有超過 500 名外傭到
港，包括新來港及放假後回港續約的外
傭，而受疫情及政府相關檢疫措施的影
響，今年 1 月平均每日只有 103 名外傭到
港。

政府已實施多項彈性安排
他指出，疫情及相關措施大大減少新來港
外傭的供應，香港外傭人數亦由高峰期的40
萬人降至約37萬人。特區政府去年已實施多
項彈性安排，包括讓僱主申請延長外傭合約、
批准外傭再延後返回原居地，及酌情容許外

入境大樓列強檢設臨時檢測站
情

新增確診個案
整體確診宗數：6宗
●輸入個案：4 宗 （印尼 3 宗，
菲律賓1宗帶N501Y變種病毒）

●有關聯個案：2宗

初步確診個案：
少於10宗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

梁子超：疫情稍緩未受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衞生防護中心昨
日公布，香港新增 6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兩宗
為本地有關聯個案，是早前確診幼稚園教師的家
人。4 宗為輸入個案，均為抵港外傭，其中一人
驗出N501Y變種病毒。
屬本地個案的兩人均沒有病徵，居於將軍澳新
寶城 4 座，確診前已入住檢疫中心。他們是個案
11711、31 歲綠茵英文（國際）幼稚園女教師的
家人。4 宗輸入個案患者均為外傭，3 人來自印
尼，一人來自菲律賓，其中 39 歲女菲傭（個案
11737）驗出N501Y變種病毒株。另有少於10宗
初步確診。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現時香港疫情
只是稍為紓緩，距離受控仍有一段距離，由於社
區曾經出現變種病毒，仍需要觀察 14 天，甚至
28天才能確定是否存在風險。

公僕檢測為求安心
前往檢測的入境處職員 Ray 表
示，檢測只為求安心，不擔心受
感染。他指自己從事辦公室工
作，日常較少接觸公眾，當日亦
未到過 8 樓，但因樓內人員流動較
多，為求安心認為有必要接受檢
測。他認為現時香港仍存較大疫
情風險，最重要是做好個人防護
措施，但對接種疫苗則仍在觀
望，「不知疫苗對變種病毒效果
如何，希望可以盡快有更多數據
公布。」
附近的灣仔政府大樓與稅務大
樓因與入境事務大樓共用樓梯與
行人天橋，被一併納入強制檢測
名單。政府大樓職員譚先生擔
憂，確診者到訪至今已一周，若

有職員中招，「行來行去」可能
已經出現傳播。他認為政府檢測
安排略顯混亂，認為政府若在上
班日才檢測會更方便，「但可能
政府想確保大家安全後再開工，
所以選擇工作日前。」
稅務大樓職員 Joy 表示，大家在
相鄰大樓工作，經常會經過同一
個樓梯、天橋，為求安心也會進
行檢測。他對變種病毒流入社區
非常擔心，「變種病毒傳播力很
強，多個確診者都無症狀，日常
出街大家一起吃飯，不知旁邊的
人是否帶菌者，擔心不經意間接
觸傳播，因此不論檢測結果如
何，我都會盡快接種疫苗保平
安。」

市民憂有人
「不守規矩」
市民曾先生 19 日曾經由入境事
務處天橋前往地鐵站，因不知確
診者具體到訪時間，擔憂在不經
意間有接觸，「不知會不會她出
來的時候我剛剛經過，雖然有戴
好口罩，但都想（做個檢測）
『穩陣啲』。」他認為若大家可

政府暫停華大基因服務流動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華大基因早前出現新冠病毒檢測樣
本疑受污染事件，食物及衞生局昨
日表示已要求華大基因提交報告，
而在收到調查報告前，會暫停委派
其服務流動採樣站。政府會委派多
一間承辦商負責指定檢疫酒店的檢
測，亦不排除減少採用華大基因向
政府提供的其他檢測服務。

食衞局表示會嚴肅跟進事件，
已要求華大基因深入調查事件，
及跟進政府專家顧問團成員袁國
勇及香港大學團隊的建議，考慮
透過獨立機構作第三方審核，確
保調查中立和專業。
政府會考慮根據調查結果及情節
嚴重程度，按合約條款作出適當處
分，包括考慮中止服務合約，並保

●Ray

●譚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入境處被納入強檢，昨天在灣
仔入境事務大樓外設置流動採樣
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以做好個人防護並提高警惕，相
信社區爆發的機會不大，但擔憂
有人「不守規矩」，「你見那邊
（外傭聚集），肯定超過 4 人，還
不時除下口罩，好擔憂。」
他認為有關部門需要加強執
法，防止疫情在外傭中傳播再帶
去不同家庭。

留不接受有關承辦商參與競投政府
同類型服務合約的權利。食衞局又
表示，如果調查顯示有醫務化驗所
及專業人員涉及違反相關專業守
則，政府會將個案呈報醫務化驗師
管理委員會跟進。
華大基因回應指，會尊重政府決
定，全力配合政府工作，並已落實
袁國勇團隊提出的意見，強調華大
基因始終以科學技術及質量標準為
核心，持續改善工作流程，提升監
管能力。

葛珮帆：未爆發
「純屬好彩」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昨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對外傭
周日聚集情況擔憂已久，尤其不少
人並未遵守限聚令和口罩令，更令
人憂心。她指目前香港未出現外傭
爆發只是「純屬好彩」，倘若疫情
在外傭中蔓延，勢必牽涉僱主家
庭，後果不堪設想。她促請政府集
合多部門力量，加強對外傭聚集的
執法，嚴防傳播出現。

傭合約結束後申請延長留港期限。去年12月
底起，新聘外傭獲發的工作簽證有效期已由
以往3個月改為6個月，若外傭未能及時來港
而僱主已聘有外傭，可延長現任外傭合約有
效期限最多3個月等。
他表示，控制疫情是最主要政策考慮，
而國際疫情惡化，變種病毒肆虐，因此外
防輸入要更謹慎。政府明白香港家庭的需
要，但在防疫政策大前提下，外傭政策只
能因時制宜，以盡量減低影響。

特區政府多位高官
再呼籲市民接種疫
苗。政務司司長張建
宗昨日發表網誌，呼
籲市民接種疫苗令經
濟復甦；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亦在網誌預期，今年首季本地生
產總值（GDP）有較顯著改善，但指出
香港接種疫苗方面若落後於歐美等地，
經濟復甦會被拖慢。
張建宗表示，隨着環球經濟復甦，內
地經濟穩中向好，香港整體經濟有改
善，但部分行業仍經營困難，冀疫情持
續受控，讓消費及營商氣氛可望今年往
後時間全面恢復，紓緩勞工市場壓力。
他指，控制疫情是經濟能否全面復甦的
關鍵，呼籲巿民接種疫苗並配合政府防
疫抗疫策略和措施，政府會為接種疫苗
的市民提供到醫院及院舍探訪、與親友
食肆聚餐及「旅遊氣泡」等便利措施。


4BZ

經濟復甦靠控疫 防疫成功靠接種

疫
昨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一
名菲傭日前確診感染變種病毒，
因其曾於本月 19 日前往灣仔入境
事務大樓 8 樓辦理身份證，政府要
求當日曾身處大樓的訪客及職員
須接受檢測，昨日並於大樓下設
置臨時檢測站方便市民檢測。

兩周是截斷傳播的關鍵，「兩周
後軌跡會變得模糊，有暴露風險
或出現病症的人士，應盡早檢
測，愈早發現便能更快斬斷傳
播。」他呼籲政府應該加強執法
力度，及時勸喻、阻止除罩野餐
等行為。他又呼籲外傭遵守防疫
限聚令，盡量選擇與固定親友見
面，避免混跡多人場所。

些正在聚會的外傭，其中 Daisy 坦言
不知道有外傭確診變種病毒，但認
為在「做好防護」的前提下，不擔
心聚會會有風險。
她承認並不清楚現場其他外傭的
行蹤，不能確保他們安全，因此也
會小心避免與其他人接觸，並稱即
使唱歌也會戴好口罩。
呼吸道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一旦
變種病毒個案輸入社區，會產生很
高的交叉感染傳播風險，其中外傭
又屬於高危群體，風險不容忽視，
「每個星期的聚集足以構成龐大的
傳播網絡，加上外傭連接幾十萬家
庭，不少家庭可能居住在樓宇情況
不佳的環境下。一旦外傭帶入病毒
並傳播給僱主，便有可能通過不好
的渠管、通風條件，在大樓內傳
播。」
他強調，在個案走入社區的首

羅致光料約 546 菲傭未能如期抵港

●外傭Daisy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財爺：若接種落後拖慢復甦

陳茂波亦指出，隨着疫情稍緩和，營商
氣氛好轉，加上低基數效應，今年首季
GDP應有較顯著改善。他續說，失業率
雖回落，仍有近26萬人失業，14.8萬人開
工不足，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失業率仍高
達10.7%，故須盡快令疫情完全受控，才
能恢復與內地及國際的商務及旅客往返，
否則就業市場難全面改善。
陳茂波強調，接種疫苗為抗疫工作關
鍵一環，只有大比例市民接種，才能進
一步放寬社交距離限制，市民生活出行
恢復正常和跨境商旅往返暢順便捷，才
可讓經濟最短時間內有最快速改善。他
指，歐美等地接種疫苗進度良好，積極
部署恢復國際出行，若香港接種疫苗方
面相對落後，待海外市場較大程度恢復
人員往來時，香港將變得相對受限，經
濟復甦也會被拖慢。
統籌疫苗接種計劃的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聶德權則在 facebook 貼文，表示昨到
仁安醫院了解接種疫苗情況，指出接種
計劃由政府主導及津貼，市民到私家醫
院或診所接種亦免費，希望仍猶豫的市
民盡快注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