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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大證機場搬運工染Delta變種毒
基因排序與英個案接近 或因接觸相關過境患者貨物
口，日前一名 48 歲機場搬運
工人確診感染新冠肺炎，香
港理工大學的研究團隊證
實，患者感染的是 Delta 變種病毒。團隊透過病毒分析發現，其病毒
基因排序與香港過去的輸入病例不吻合，但與英國當地確診的個案接
近，相信該搬運工人的感染與英國有關，不排除是接觸英國過境患
者，或英國來港貨物而染疫，負責是次研究的學者表示，機場一旦有
檢疫漏洞，就有病毒流入社區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51 天本地「清零」的紀錄 8
香港連續
日「斷纜」，該宗最新確診個案的
患者與逾個半月前出現的本地感染個案均
是在機場工作。患者在機場超級一號貨站
工作，主要負責卸貨及檢查外國抵港貨
物，大部分時間在機底工作，但間中亦要
登上貨機機艙，有機會與機組人員接觸，
而他處理過的航班有部分是來自歐洲。

基因與港輸入病例不吻合
香港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
授蕭傑恒與團隊透過病毒基因排序發現，
該患者感染「B.1.617.2 」Delta 變種病
毒。但與上月 12 日前輸入香港的確診個
案作基因對比，它們的基因排序完全不
同。團隊遂翻查全球病毒基因數據庫，取
得約 6,700 個近兩星期確診的個案，發現
在英國確診的個案與香港這名患者的病毒
基因相近，兩者只有7個突變不同。
負責今次研究的蕭傑恒相信，今次患者
感染的病毒很可能來自英國，但現階段未
能確定患者是透過人傳人，抑或接觸貨物
後感染。他認為，雖然本地零確診一段時
間，但周邊地區個案多，機場一旦有檢疫
漏洞，就有病毒流入社區的風險。

梁子超：排除本地傳播機會
香港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相信，
患者感染源頭與輸入個案有關，「從他工
作的範圍，多數都是與貨機中的機組
人員間接或直接接觸而引致。基本上
本地傳播已經沒有一段相當
長的時間，可以說進一

步排除本地傳播的機會。」
香港 9 日新增 8 宗輸入個案，包括兩名
分別在上月26日及本月3日抵港的印傭，
以及一名本月 5 日抵港的菲傭，除一名 1
歲從巴基斯坦抵港男童外，其餘個案均已
完成接種新冠疫苗，至於初步確診個案則
少於5宗。

▲政府在患者居
住的金獅花園抽
取的一個污水樣
本，病毒檢測呈
陽性。 中通社

署籲市民應避非必要外遊
香港生防護中心 9 日表示，由 9 月 25
日至 10 月 8 日的 14 天，累計報告 77 宗個
案，包括一宗源頭不明本地個案，其餘均
為輸入個案。鑑於近期不少輸入個案俱在
完成疫苗接種後，隨即參與非必要的外
遊，中心強烈呼籲市民應避免所有非必要
的外遊計劃，尤其是《預防及控制疾病
（規管跨境交通工具及到港者）規例》下
的高風險指明地區。
中心發言人強調，全球疫情仍然非常
嚴峻，涉及傳染性更高的變異病毒株個
案不斷上升，並有一些已接種新冠疫苗
人士受感染的報告。市民若必須外遊，
中心強烈建議他們於出發前完成接種新
冠疫苗，亦應避免在外地參與非必要的
大型聚會或活動，並於外遊期間繼續佩
戴口罩，時刻保持個人和環境生。家
長亦應盡量避免攜帶未能接種疫苗的年
幼子女外遊。
因應涉及變異病毒株確診本地個案的檢
測及檢疫安排，中心提醒與相關個案於同
一大廈居住或於相關個案居住大廈內工作
的人士，須於生署公布有關確診個案後
的第三、七、十二及十九日進行強制檢
測。他們須自我監察直至21日屆滿。

◀大圍金獅花園
一期金輝閣日前
封區強檢。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確診的香港
機場貨站男員
工 帶 有 Delta
變種病毒，但
源頭仍然未能
確定。圖為香
港機場貨站。
資料圖片

「圓規」緊接而來
本周中期狂風驟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熱帶風暴「獅子
山」令香港風力增強，香港天文台9日晨相繼發
出八號風球及黃雨警告，並4度宣布延遲改掛三
號風球。截至9日晚7時，香港政府各部門共接獲
149宗塌樹、3宗山泥傾瀉及3宗水浸報告；另有
兩男7女在風暴期間受傷。隨着「獅子山」逐漸
遠離，9日晚香港天氣漸趨穩定，但另一熱帶風暴
「圓規」緊接而來。天文台預料，「圓規」將會
進一步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並於本周三（10月
13日）在香港以南約350公里範圍掠過，屆時將
會有狂風驟雨及雷暴，要到本周後期天氣始逐漸
好轉，呼籲市民外出前留意最新天氣報告。
根據天文台熱帶氣旋路徑資訊顯示，9日午2
時熱帶風暴「圓規」集結在菲律賓以東，預料
未來兩三日會朝西北移向呂宋海峽一帶，11 日
會增強成強烈熱帶風暴及接近香港 800 公里範
圍外，並於本周三（13 日）在香港以南約 350
公里範圍掠過，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達每小
時110公里。
天文台預測本周中後期天氣再次轉差，周二
晚開始至周四（10月12日至14日）有狂風驟雨
及雷暴，要到周五（10月15日）天氣始轉為大
致多雲，間中有驟雨。

保安局啟動緊急事故監察
9日八號風球懸掛下，香港保安局啟動緊急事
故監察及支援中心，香港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由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陪同，到中心視察及聽取匯
報應對熱帶氣旋「獅子山」的最新情況，以及
相關的措施及工作，包括密切監察市面的情
況，並採取即時及可行的措施處理任何緊急事
故。
李家超感謝公務員、政府承辦商及公共交通
工具的營運員工，以及其他機構人員等，儘管

污水病毒或屬患者 料病毒未蔓延社區

香港機場已成為防疫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染疫機場貨運站員工所住大圍
金獅花園的下游污水樣本，對
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反應，但
在香港特區政府抽取污水當日
進行的「封區」強檢行動中，
所有居民都呈陰性。有專家 9
日解釋，污水中發現的病毒可
能是屬於患者，現階段毋須過
分擔心病毒已經蔓延社區。
確診患者於上周四（7 日）
早上接獲通知初步確診新冠肺
炎，香港環境保護署則於同日
早上抽取金獅花園的污水樣本
化驗，翌日深夜證實為陽性。
環境保護署發言人回覆香港文
匯報查詢時表示，該樣本的病
毒 含 量 較 正 常 低 ， CT 值 為
35，現時未能確定病毒是否涉
及變種，署方需再到上述地點
抽取污水樣本進行檢測，但由
於過去兩天的暴雨及颱風關
係，相關工作暫時未能進行，
他們會在天氣穩定後再安排抽
取污水樣本。
香港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
9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香港之前亦有患者所住大廈
污水樣本，在患者確診後不久被
驗出帶有病毒，「今次患者很可
能在上周三仍曾逗留家中，所以
污水帶病毒是預期之內。」

驗出病毒量低

他補充，環境保護署今次在污
水中驗出的病毒量低，現階段未
有跡象顯示大廈出現垂直傳播，
估計病毒只是屬於患者，現階段
不太擔心「封區」強檢行動有
「走漏」確診個案。
香港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
學系副教授蕭傑恒表示，患者的
病毒量高，但相信個案發現得
早，大廈圍封強檢沒有發現確診
個案，且香港之前都有機場員工
感染，未造成大規模爆發，相信
今次造成社區傳播的風險不
會很大。

●有市民趁八號風球下
有市民趁八號風球下，
，一家大細到尖沙咀岸邊
感受颱風威力。
感受颱風威力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到緊急事故監察及支
援中心視察，旁為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fb圖片
天氣惡劣下，仍然秉持專業精神堅守崗位，為
市民提供服務，使香港安全及有秩序地運作。
9日晨6時40分，「獅子山」雖距香港560公
里，但香港風力增強，天文台改發八號東南烈
風及暴風信號，為1961年以來距離香港最遠八
號風球紀錄。中午時分，天文台表示受「獅子
山」外圍雨帶影響，香港部分地區會吹烈風，
西南部高地更達暴風程度。
下午 1 時，天文台發出黃雨警告，廣泛地區
已錄得或預料每小時雨量逾30毫米，其間香港
天氣「風雲變色」，各區颳起狂風暴雨，多區
相繼發生塌樹、山泥傾瀉及水浸，不少未有攜
帶雨具的市民也成「落湯雞」，但即使有雨傘
的市民，也因雨勢太大及雨傘被強風吹翻而
「難逃一濕」，市民紛紛躲入商場避雨，狼狽
不堪。隨着「獅子山」逐漸遠離，香港天氣9日
傍晚開始漸趨穩定。

●雖然天文台發出八號風球，但早上天氣普遍和緩，有市民到
岸邊拍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9 日中午近 1 時開始，各區颳起狂風暴雨，市民狼狽撐
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季風「疊加效應」「獅子山」雖遠風力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有人質疑
香港天文台8日不掛波，9日早上「風平浪
靜」下，且在熱帶氣旋獅子山距港560公里
發出 8 號風球，刷新「最遠 8 號風球」紀
錄，天文台facebook更被市民洗版式「鬧
爆」。根據天文台在官方網站指出，考慮是
否發出三號或八號風球，會參考8個近海平

面測風站數據，包括長洲、赤鱲角、西貢
等。若數據顯示風勢持續，並且風速達每小
時63至117公里，便會發出八號風球。9日
在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下，香港風力有增無
減。天文台9日早上改發八號風球後，全港
各區風力顯著增強，昂坪於下午最高陣風更
一度達每小時129公里。

天文台前助理台長梁榮武 9 日接受傳媒
查詢時指出，雖然「獅子山」距離香港較
遠，但因為有東北季候風「疊加效應」影
響，香港風力亦有機會很大。他舉例解
釋，「等於帶小朋友到遊樂場玩韆鞦，當
小朋友的韆鞦運動時再推一把的話，韆鞦
便會再升得高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