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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排查發現20例 均為印度變異株
全員核檢擴至越秀海珠兩區 離穗旅客須持72小時內陰性證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昨日廣州市新聞辦發布會通報，29日全天廣

州共新增12例本土無症狀感染者，至此，廣

州透過首輪大規模核酸篩查共發現20例感染者，包括1例有症狀，19例無症狀，基

因測序結果顯示均為傳播速度極快的印度變異株。為了以最快的速度控制住本輪疫

情，除繼續擴大荔灣區核酸檢測範圍外，廣州30日起新增對越秀區、海珠區開展核

酸全員檢測，並對天河、白雲等區的重點地區開展排查。從核酸檢測範圍看，廣州

核酸檢測量料超過500萬人，廣東省市區三級醫療機構，當天開始大規模派出醫護

支援隊伍。離穗旅客應持有72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31日晚10時起實施。

根據通報，廣州12例分別分布在荔灣區（10
例）、番禺區（1例）和海珠區（1例）三

個區，其中，此前列為中風險區的荔灣區中南
街，出現集中爆發現象，該街道的海南村共發現
8例，佔廣州當日新增無症狀感染者總數的三分
之二。此外，29日佛山新增1例無症狀感染者。

天河等三區重點區域篩查
此次新增感染者均為主動排查發現。廣州市衞

健委副主任、新聞發言人陳斌表示，截至30日
下午14時，首輪排查共發現感染者20人，流調
顯示均與之前陽性病例有共同聚餐、活動軌跡重
疊等情形。從21日至目前的感染病例中，已檢
測的基因序列結果高度同源，均為傳播速度極快
的印度變異株（B.1.617）。
為此，廣州決定在荔灣區基礎上，將全員核酸
檢測範圍擴大至越秀區和海珠區，而天河區、白
雲區、番禺區的重點區域，亦將部署大範圍篩
查。
第二輪大範圍核酸檢測於30日上午啟動，篩
查工作進一步細化，落實到相關區域內的每一棟
樓每一戶。街道工作人員致電每一戶居民，核對
檢測情況。
荔灣區花地街道緊鄰此前被列為中風險區的東
漖街、沖口街。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為了做
到「不漏一戶、不漏一人」，該街道要求全體居
民在第二輪核酸篩查中，須攜帶身份證、戶口
本、房產證、水電繳費單等其中任一身份證明，
到轄區3個檢測點之一做第二輪檢測。

一醫院近半護士赴一線增援
如此大規模的核酸採樣，醫護人員保障至關重

要，廣東省、市、區「一盤棋」，調動三級醫療
機構支援廣州和佛山。30日，最大規模支援隊伍
出征活動在廣州各大醫院舉行。
當日上午，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下稱「中

腫」）派出121名醫務人員組成的應急核酸採樣
隊伍，分為6個小組，前往廣州12個社區開展工
作。這支支援隊伍都經過專業的咽拭子採集培
訓，實戰經驗豐富。中腫負責人表示，他們在核
酸提取檢測、院感防控等崗位上有豐富的疫情防
控經驗，操作流程專業規範，他們將以最專業、
快速的工作完成採樣。
截至發稿時，中腫再派出50人的隊伍到不同
區域支援，全院派出的支援力量達到171人。

無法出發旅客可免費退改簽
在廣州繁華的北京路步行街，來自廣州市胸科

醫院的醫護人員，馬不停蹄地開展核酸採樣工
作。近兩日，該醫院已經派出了100多名護士組
成的支援隊伍，到廣州不同區開展核酸採樣工
作，佔據該院護士總人數的近一半。
和去年疫情高峰時期核酸檢測不同，本輪廣州

疫情恰逢廣州入夏。30日，廣州最高氣溫達到
36度，室外體感溫度更高。出於防控需要，採樣
現場多在室外舉行，採樣人員均汗流浹背，部分
醫護人員甚至喘息困難。為此，當地增加了降溫
設備，防止他們中暑。
另據廣州市人民政府網站消息，廣州市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當日發布關於加強離
穗車輛和人員管理的通告稱：通過廣州轄區內機
場、鐵路、公路客運站等站場離穗的旅客（不含
外地中轉旅客），須憑「健康碼」綠碼，並持有
72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因未能及時出具核
酸檢測陰性證明無法按時出發的旅客可申請免費
退改簽；離穗出省的小型汽車司乘人員，須持有
72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以備查驗。

廣州部分防疫保障措施
生活物資保障：
●做好重點區域群眾生活必需品的保障供應
工作，1家國企支援一個街道，配備3台以
上流動供應車，3個以上臨時供應點

志願服務保障：
●11個區174個疫苗接種點和核酸檢測點
都配備志願者，累計上崗4.8萬人次。
廣州第一時間將防護面罩、洗手液、護
目鏡、免洗抑菌凝露、防護手套、急救
包、飲用水以及消暑物品等8大類防疫
物資發放給疫情防控一線志願者

核酸採樣隊伍保障：
●省市區「一盤棋」，調動廣州市內省市
區三級醫院醫護力量，分布到100多個
採樣點

中小學上學保障：
●全市涉及疫情的區和學校按照「市級托底、
各區統籌、一校一案、一班一案」的原則，
開展線上教育準備，其他區和學校將積極
做好線上教育工作應急預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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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0日起廣州新增對越秀區日起廣州新增對越秀區、、海珠區開展核酸全員檢測海珠區開展核酸全員檢測，，並並
對天河對天河、、白雲等區的重點地區開展排查白雲等區的重點地區開展排查。。圖為北京路步行街檢圖為北京路步行街檢
測點測點，，醫護人員對轄區居民採樣醫護人員對轄區居民採樣。。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
圳報道）5月30日晚間，深圳舉行疫
情防控新聞發布會，據深圳市衞生
健康委副主任常巨平介紹，5月30
日，深圳新報告2例無症狀感染者，
自「5．21」疫情以來，深圳全市已
累計報告無症狀感染者13例。目前
報告的13例陽性個案，均是通過日
常檢測主動篩查所發現，當前疫情
局限在鹽田港區及鄰近區域，尚未
在其他區域發現新增感染個案，疫
情總體可控，大規模擴散蔓延的風
險較低。

2確診者為夫妻關係
常巨平介紹，新增2名無症狀感染

者為夫妻關係，一例為鹽田港綜合保
稅區工作人員，夏某，男，52歲，居
住在鹽田區鹽田街道東海道106號九
號小區，曾在5月22日到過龍崗區西
坑社區，5月29日核酸檢測初篩陽
性，後市疾控中心覆核陽性。另一例
為夏某妻子，何某，女，50歲，5月
29日作為夏某的密接者進行核酸檢測
初篩陽性，5月30日經市疾控中心覆
核陽性。目前，兩人均已轉送到深圳
市第三人民醫院應急院區隔離治療，
情況穩定。
常巨平介紹，新增2例個案的新冠

病毒基因測序結果待出。
目前，累計已判定密切接觸者等

1,384人，一般接觸者117.56萬人，

除了已公布的陽性個案，其餘沒有發
現陽性病例。環境樣本2,298份，其
中15份陽性，是已公布陽性個案的
工作場所。

已累計篩查13萬人無陽性
常巨平表示，由於此次疫情與鹽田

港從業人員高度相關，已對分散在全
市各區的樓棟和相鄰樓棟進行「7天
3檢」，累計篩查13萬人，沒發現其
他陽性個案。
此外，對公共交通、網約車司機等

13萬人開展了核酸檢測，均為陰性；
對冷鏈、物流、商超等人員展開核
檢，截至5月13日，採樣22.28萬人
均為陰性。

深圳新增兩無症狀感染者

在啟動大規模核酸
檢測工作後，廣州黃
埔區第一時間組織了
100多名採樣醫護人
員，前往荔灣區開展

工作。今年19歲的陳瑤和陳國恩是黃
埔區中醫醫院支援隊伍中的成員，也是
黃埔區首批支援荔灣核酸檢測採樣隊伍
中年齡最小的醫護人員。

在荔灣區站前街社區衞生服務中
心，陳瑤和陳國恩從上午8時30分開
始進行核酸採樣。在高溫天氣下，嚴

密的防護服就像一個蒸籠，她們不得
不把冰塊裝在橡膠手套中降溫。

30日，廣州最高溫度達到36度，中
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多名醫護在越秀區
開展採樣工作。在高溫下，身穿防護
服，隊員們的衣服穿上沒多久就被汗水
浸透了。高溫，出汗多，隊員們也極容
易口渴，然而，他們只能忍着，因為一
旦喝水，不僅需要上廁所，也更容易出
汗，導致工作效率下降。

為了做好後勤，中山大學腫瘤防治
中心醫務處、護理部、重症監護室、

總務處等部門20餘人全力以赴做好
後勤和醫療保障，連夜準備隨隊物
資，包括數百套洗手液、防護用品、
防暑物資等。

在接種疫苗的隊伍中，接種工作要
在最快45秒內完成驗證身份證、取
疫苗、掃監管碼、消毒、接種等「三
查七對一驗證」全流程。有負責開疫
苗瓶蓋的工作人員為了節省時間徒手
掰開瓶蓋，一天下來要掰800多瓶，
手指已經紅腫破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採樣醫護汗流浹背 為效率強忍口渴
��

對胡雅文法官判決「10·1」非法集結案
後受到死亡恐嚇，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
聯辦發言人昨發表談話，強烈譴責恐嚇事
件，指出必須嚴懲恐嚇法官的惡劣行徑。
本港一再發生恐嚇法官事件，是「攬炒」
政棍持續煽暴惡果的顯現，是以黑暴衝擊
法治秩序惡行的延續；亦正正說明本港司
法撥亂反正、捍衛法治，擊中了反中亂港
勢力的痛處。法治是香港落實「一國兩
制」、實現良政善治的重要基石，法官依
法獨立審案，不受任何干涉，受基本法的
保護，不法之徒妄想以極端方式影響香港
法治，注定徒勞失敗。全社會要共同譴責
恐嚇法官的不法惡行，政府和警方要果斷
執法，盡快將不法之徒繩之以法，捍衛法
治尊嚴。

法官胡雅文過去曾審理多宗與黑暴及香
港國安法有關的案件，包括涉及黎智英等
「攬炒」政棍的「8·18」和「8·31」非法
集結案，並將黎智英、李卓人等人判囚。
此次胡官審理前年國慶非法集結案，將黎
智英等10名被告判囚，繼續有效捍衛法律
尊嚴，助港撥亂反正，得到社會各界支
持。不法之徒恐嚇胡雅文法官，赤裸裸威
脅胡官及家人安全，犯罪氣焰非常囂張，
是公然挑戰香港司法制度，粗暴踐踏香港
法治秩序。

去年以來，本港多位法官依法對修例風
波中出現的嚴重違法行為作出具阻嚇性的
判決，結果遭狂徒威嚇。如法官陳廣池早
前審理黃之鋒、岑敖暉、梁凱晴及袁嘉蔚

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判被告監禁4至10個
月，判決後即有人在網上討論區咒罵陳官
「死全家」等。黑暴犯罪破壞香港法治秩
序，對香港造成重大傷害，法官依法判
決、撥亂反正，是捍衛法治尊嚴、恢復法
治秩序，絕對不容挑戰。

本來，對法官判決有不同意見甚至不滿，
可以通過司法程序依法上訴，但不法之徒卻
以極端手法宣洩不滿、恐嚇法官，顯示在他
們眼中，違法暴力才是「正當」的。過去多
年，黎智英、戴耀廷等等「攬炒」政棍不斷
以「違法達義」「暴力是解決手段」等歪理
煽暴，鼓動連串違法黑暴行動，在社會種下
無視法治的種子，是導致恐嚇法官這類極端
仇視法治惡行的主因。這也從反面證明，法
官依法對黎智英等罪犯作出具阻嚇性的判
決，是符合司法公義的。

基本法保障香港司法獨立，法官審理案
件必須公正獨立，按其司法誓言，以無懼
無偏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終院
首席法官張舉能近日指出，法官嚴格依據
法律執行司法工作，秉持無懼、無偏、無
私、無欺之精神，不受任何干預。法治是
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國務
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堅決支持香港特區
法官嚴格實施憲法、基本法和香港國安
法，公正司法、捍衛法治，這一明確表態
張揚正氣、鼓舞人心。特區政府及司法機
構要迅速、果斷依法打擊各類以暴力威嚇
影響法院公正司法的行為，將不法之徒盡
快繩之以法，切實捍衛香港法治。

恐嚇法官挑戰法治必須嚴懲
特區政府計劃有條件豁免多類已接種新冠疫

苗的商界高級人員，來港時免受強制檢疫。隨
着本港和全球多地總體疫情趨向穩定，政府適
當放寬與疫苗掛鈎的有限度通關，方向正確，
一是滿足了商界的現實業務發展需要，二是對
疫苗接種有鼓勵作用，三是可以為全面恢復通
關逐步累積有益經驗。但全球多地疫情仍然嚴
峻，政府對來自高風險地區的人員仍然要抱持
嚴謹的態度，要根據不同情況放寬檢疫。相關
措施的落實仍應以做好防疫為前提條件，與包
括內地在內的各地保持最充分有效的信息交換
和溝通，確保本港能持續「動態清零」。

今次獲豁免的主要是受金管局、證監會或保
監局監管的機構、持牌法團或保險經紀公司，
如果有全球或區域高級人員要進行公務外訪，
並已接種新冠疫苗，將可申請來港時豁免檢
疫，每間公司每月有兩個名額。本港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加上受疫情影響「控關」已一年
多，有條件放寬個別行業高級管理層的免檢疫
通關，確實有一定必要性。

但措施的執行必須以做好防疫工作為出發
點，畢竟疫苗是可以提升接種者對病毒的免疫
力，但並不能百分之一百免除感染傳播風險。
部分來自印度、東南亞等高風險地區的人士，
染疫風險仍然不低，政府政策應先行放寬低風
險地區人士。另一方面，相關獲豁免人士出入
境並非自出自入，而是有多項嚴格規定。例如
來港後要每日量體溫接受醫學監察，只能按日
程表進行必要公務活動，必須要有點對點接
送，不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並應完全避免商
務聚餐和社交聚會，等等。如果違反條件，相

關人員可立即被取消豁免檢疫資格，並送往強
制檢疫21天；一經定罪，可罰款5,000元和監
禁半年。

正如多項社交距離限制一樣，這些規定不
能單純依靠當事人的自覺，政府需要有嚴密
的制度監控有關人士的執行情況。在這方
面，政府需要善用新技術。本港現時的「安
心出行」系統並沒有自動追蹤功能，反觀內
地健康碼和新加坡「合力追蹤」等均有自動
定位追蹤功能，這方面政府須及時補強。既
然政府規定了獲豁免人士需要點對點活動，
那麼善用科技追蹤相關人士的行蹤，是執行
防疫措施的應有之義，不應被視為侵犯個人
私隱。今次的措施既滿足了金融界人士的迫
切需要，也對提升疫苗接種率起到一定的激
勵作用。同時這種有限度、有條件的通關安
排，為有條不紊地逐步重啟正常通關累積經
驗，是值得做、也應該做好的。

除了已接種疫苗的個別特定商界人士來港豁
免檢疫，本港商界也一直爭取往返內地尤其是
大灣區的「商務氣泡」，容許已接種兩劑疫苗
的商人，坐專車從香港「點對點」往返大灣區
內的工廠，中途不可下車，即晚回程，以豁免
兩地檢疫措施。這種形式的通關安排，也值得
當局考慮。但無論是何種形式的有條件通關，
特區政府都必須與內地有關部門保持密切聯
繫，一方面是確保本港的通關放寬措施不會造
成防疫漏洞，不會反過來令內地擔心香港疫情
失守；另一方面是要及時掌握內地各中高風險
地區的情況，及時調整來港或回港免檢疫的名
單，做到寬嚴適當。

調整檢疫不能放鬆防疫 密切關注動態避免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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