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衞生署衞生
防護中心昨日公布，前晚獲廣東省衞生部
門通報一宗當地確診個案，涉及一名在廣
東省惠州市的38歲女子。衞生防護中心的
流行病學調查顯示，該名患者於今年2月17
日曾在香港確診（個案編號10813），當時
經流動採樣站檢測被驗出對新冠肺炎呈陽

性反應。
該病人入院治療後已於同月21日康復出

院，其後於上月31日經深圳灣口岸返回內
地，並在當地隔離檢疫期間被驗出對新冠
肺炎呈陽性反應，相信她是「復陽」個
案。中心正繼續與廣東省衞生部門跟進和
就個案進行流行病學調查。

復陽港人惠州驗出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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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疫少女家中雪櫃食物包裝含毒
內裝泰國進口急凍鱷魚肉 政府禁售查是否源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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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度假」投訴增 全海景變半樓景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昨日連續第八天

錄得本地「零確診」，新增的兩宗確

診個案均是印尼抵港的輸入病例。至

於早前本港首宗感染變種新冠病毒

N501Y Alpha的17歲少女，衞生署公

共衞生化驗服務處的檢測發現，患者

家中一個產自泰國的急凍鱷魚肉，其

包裝表面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政

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

授袁國勇指出，到底是凍肉包裝表面

被病人釋出的病毒污染，抑或是凍肉

帶病毒並傳染少女，這兩種可能都存

在，故需要進行病毒基因排序確定。

不過，有消息人士指出，染疫少女在

打開雪櫃時，曾打噴嚏，故相信少女

污染凍肉的機會較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成祖明）昨日
新增的兩宗新冠肺炎輸
入個案，患者均來自印
尼。香港文匯報的統計
亦顯示，過去半個月，
香港半數輸入個案來自
印尼。香港特區政府昨
日公布，由下周一 ( 21
日 ) 起將印尼由高風險
地區提升為甚高風險地
區，收緊從當地到港人
士的檢疫要求，包括已
接種疫苗人士於指定檢
疫酒店的強制檢疫期，
將由14天延長至21天。
有外傭中介向香港文匯
報表示，措施將進一步
打擊業界營運，現時檢
疫酒店的房間求過於
供，促政府增加檢疫酒
店和房間數量。

指定酒店強檢21天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表

示，由於印尼有變異病毒
株廣泛傳播，經密切監察
後，印尼的風險評級，將
由現時的B組高風險地
區，升為A2組甚高風險
地區，下周一起生效。
由當日起，所有在登機

當天或之前21天曾在印
尼逗留人士，須於登機時
出示預定起飛時間前72
小時內進行的陰性檢測結
果證明，以及在港指定檢
疫酒店預訂房間的確認
書。抵港後，須於指定檢
疫酒店接受強制檢疫21
天，其間接受4次檢測；
其後7天自行監察，及於
抵港第26天於社區檢測
中心進行強檢。原本來自
印尼已接種疫苗人士只需
於檢疫酒店強制檢疫14
天，但措施生效後，接種
者的強制檢疫期也延長至
21 天，與未接種者看
齊。
香港人力資源仲介協會

主席廖翠蘭表示，近期印
尼多個航班已因「熔斷機制」而禁飛，
來港工作的印傭大減，業界營運大受影
響。新措施生效後，有無打針的印傭，
檢疫期一律延長至21天，香港指定檢
疫酒店將更供不應求，希望政府增加檢
疫酒店的數量及房間數目，以應付檢疫
期延長的需求。

梁子超倡列極高風險區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指出，現

時一半輸入個案從印尼輸入，提升印尼
至A2組甚高風險地區，但也不能解決
輸入情況。他建議短暫把印尼列作A1
極高風險組別，禁止印尼所有航班抵
港，同時與當地有關部門商討外傭的特
殊安排，例如要他們在登機前獨自檢疫
14天，並持兩次陰性證明，抵港後再
接受檢疫，或者已接種兩劑疫苗。

香港文匯報早前已經報道，該17歲女患者(個案編號11852)居於天
水圍天盛苑盛譽閣，就讀天水圍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

學，最後上課日為本月2日，當日感到不適，翌日發燒到天水圍(天業
路)社區健康中心求醫，同日留深喉唾液樣本並證實染疫，其病毒載
量達18，即傳染力高。

須做基因排序查明病毒源
袁國勇和衞生防護中心人員日前曾到患者所到之處和住所，一共檢
取超過60個環境樣本，包括三個取自患者家中雪櫃冷藏格的環境樣
本。衞生署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昨日公布檢測顯示，患者住所雪櫃一
個預先包裝冷藏鱷魚肉的包裝表面，檢出新冠病毒，個案的流行病學
調查和個案追蹤仍然進行中。
袁國勇昨日表示，該包鱷魚肉已購入一段時間，究竟病毒是由病人
污染凍肉包，還是由凍肉包的病毒傳予病人，暫時言之尚早。他解
釋，「首先要知道基因排序是否與病人一樣，其次是冷藏包外有病
毒，是因為冷藏包內東西受污染，還是被鱷魚肉冷藏包旁的其他食物
污染，因而讓病毒附於冷藏包表面？一切都要驗過先知。」
袁國勇透露，政府人員將再次到少女家中，重新在冰箱把每項食物
的表面或裏面凍肉再驗一次，弄清楚情況，以及問清病人和其家人，
食物從哪裏買，再到食物的供應處所，看看其他冷藏包是否也有這情
況。
政府專家顧問、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指出，現時資
料有限，不能完全排除任何可能。但他相信較大機會是病人污染到食
物包裝，例如曾打噴嚏，現時需研究該包裝表面的病毒是否活病毒，
才知有否傳染力，也應做基因排序，了解是否屬N501Y Alpha變種病
毒，以及是否與病人一家所染病毒的基因相似。

病人污染凍肉包機會較高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政府
需要進行基因排序，以及作進一步追蹤，例如為同一批次的冷藏包作
檢測、為相關冷凍廠的工作人員作抗體測試等，了解他們有否受感
染，才有明確證據確立屬哪一可能性。
他續指，現時未有冷藏包直接傳染消費者的個案，形容情況罕見，
因一般是先感染冷凍廠的工作人員，在工作地爆發，或從工作地把病
毒帶到社區，相信由人污染食物包裝的機率較高，「家中有3名病
人，而病毒核酸在低溫下可殘留很長時間，故在冷凍食物包裝上驗到
病毒，而在其他物件驗不到屬預期之內。」
他提醒市民購買冷藏食品回家後，應小心拆除和棄置包裝，最好更

換外包裝，以保鮮紙包好食物，以免污染到其他食物，並應勤洗手和
煮熟食物後才進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疫下港人無
法外遊，衍生Staycation（宅度假）。然而
不少人計劃歎世界享受吓，卻惹來一肚
氣。消委會今年首5個月已接獲10宗投
訴，多數涉及貨不對辦問題，有投訴人原
本預訂全海景房間，終變商廈樓景；亦有
旅遊網站將不同住宿方案作綑綁式宣傳，
其間令消費者誤以為一併獲餐飲優惠，最
終好夢成空；還有人帶貓隻入住寵物友善
酒店，卻被要求額外繳費等。消委會提醒
市民，訂房時勿只着眼於價錢和優惠，應
看清具體條款，如有疑問，應先致電酒店
或預訂平台查詢確認。

宣傳海景房 實有樓遮擋
其中一宗投訴的事主陳小姐，早前為慶
祝紀念日，特意預訂A酒店最貴、標價
2,838元一晚的高級海景頂層套房，她預訂
前已於酒店官網再三細看套房資料及圖
片，酒店給的確認文件亦印有一致的全海

景景觀圖片。
結果入住當日，陳小姐大失所望。她入

住的套房客廳窗外有兩棟大廈遮擋部分海
景，內房玻璃窗外則是商業大廈天台，與
訂單圖片不符。她詢問酒店職員，對方表
示該酒店共有4間高級海景頂層套房，但
官網展示的海景房間早已有客人入住，故
無法換房，並稱兩間套房景觀實際上相差
無幾。事件經消委會調停後，酒店已向陳
小姐退回一半訂房費用。
市民李先生則向消委會投訴，酒店Stay-

cation優惠標題不清晰，造成誤會。他在
旅行網站瀏覽酒店優惠時，認為一個標題
為「高層海景住宿／悠閒住宿優惠送1,400
元餐飲優惠」的套餐十分吸引，遂付款預
訂高層海景住宿一晚。辦理入住手續時，
職員告知他只有悠閒住宿方案才可享有
1,400元的餐飲優惠，高層海景住宿則不提
供相關優惠。
李先生細閱訂單後發現，其套餐確實沒

有列出包含餐飲優惠，他無意追討損失，但
認為網站做法容易令消費者混淆，要求消委
會代為反映不滿，並提醒網站改善。有關旅
行網站回應稱，標題已有「╱」符號分隔兩
種住宿方案，當客戶揀選方案後，訂購頁面
亦清楚註明個別方案包含內容。

話「寵物友善」貓貓要加錢
另一市民張太以1,299元預訂寵物友善酒

店住宿套餐，希望與家人及愛貓入住。不
過入住時，職員表示酒店只接待犬隻，貓
不能入住，建議她先帶同貓離開再辦理手
續。張太稱，預訂時並不知道酒店不允許
貓入住。經多番斡旋，張太最終辦理入住
手續，惟翌日退房被收取500元雜費，因
貓入住酒店需要另收清潔費。
涉事酒店回覆指，訂房網站已說明只接

待寵物犬，職員得悉張太欲攜同貓一同入
住時，亦作出提醒和建議，但其後職員仍
發現張太攜貓在酒店活動。該酒店的寵物

入住同意書有條款列明，若因特別情況需
要額外清潔，酒店有可能增加費用。消委
會已建議張太考慮諮詢獨立法律意見。
消委會提醒市民，選擇Staycation時不

宜單憑優惠價格倉促決定，要多參考官網
資訊和不同網站的評價，如有疑問應預早
查詢，以避免引致誤會或期望落空，招致
不必要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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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變種病毒的感染變種病毒的1717歲少女其家中雪櫃內的食歲少女其家中雪櫃內的食
物包裝表面驗出新冠病毒物包裝表面驗出新冠病毒。。右圖為染疫少女居住右圖為染疫少女居住
的天水圍天盛苑的天水圍天盛苑PP座盛譽閣座盛譽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人疫下無法外遊時興港人疫下無法外遊時興StaycationStaycation，，惟近期有關投訴增多惟近期有關投訴增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文匯報早前
專題報道踢爆香港冷鏈存在播疫風險，凍肉進
口的多個流程存有防疫漏洞。果不其然，感染
變種病毒N501Y Alpha的17歲少女，其家中雪
櫃內的一包產自泰國的急凍鱷魚肉包裝驗出病
毒。有凍肉商會前秘書長直言，自全球新冠疫
情爆發後，凍肉進口冷鏈亦沒有加強消毒，加
上進口數量龐大，凍肉商無法逐包進行消毒，
不能排除個別凍肉包裝帶有病毒。
香港凍肉海產零售批發商會前秘書長鄭興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本港進口凍肉主要
來自巴西、泰國、越南等地，認為上述確診個
案不會影響進口商從泰國入口凍肉：「第一、
呢個係好個別事件；第二、家只係話個包裝
上面有病毒，都未知係個女仔（17歲確診少
女）由凍肉包裝惹到，定抑或係個女仔本身中
招，將病毒帶到個凍肉包裝上面。」

業界：衞生署都唔係包包驗
不過，鄭興承認新冠疫情爆發後，凍肉進口
冷鏈亦沒有加強消毒，他解釋每日入口凍肉數
量龐大，人手不足以每包都消毒：「衞生署都
唔係包包都驗，佢哋都係抽樣做檢測。」

翻查資料，泰國4月爆發第三波疫情，至今仍
未受控，上周四（10日）增2,310宗確診、43宗
死亡，是單日死亡數字第二高。變種病毒
N501Y Alpha入侵泰國源於宛他那(Watthana)的
通羅區(Thonglor)夜店群聚感染，該群組中就有
24個個案感染變種病毒N501Y Alpha，是泰國
首次在本土病例中發現相關變種病毒。當地臨床
病毒學專家當時警告，變種病毒的傳播速度恐怕
更迅速，「它的傳播速度是一般病毒的 1.7
倍」，呼籲民眾不應掉以輕心，及早接種疫苗。
食安中心昨晚回應時表示，得悉事件後，已要
求食品商暫時停售該款急凍鱷魚肉，並供食安中
心抽取產品進行檢測，現正等候化驗結果。
食安中心強調，已加強預防性的檢測措施，包

括在設於機場的食物檢驗辦事處，以及派員在進
口商的凍房加強檢測不同國家地區進入本港的各
類冷凍食品及其包裝。截至今年5月底，食安中
心已抽取超過1萬個食物及其包裝樣本作新冠病
毒檢測，所有樣本呈陰性反應，而當中亦包括超
過40個相關的泰國進口鱷魚產品。
「樓上」昨晚於facebook承認涉事急凍肉屬
其公司產品，客人如有疑慮，可到分店安排
退貨。

凍肉進口量大 難每件消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