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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國泰國泰55機組人員染機組人員染OmicronOmicron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道：
Omicron殺入社區，引起社會關注。國泰
航空（293）昨晚發出聲明，指近日5名
機組人員在執勤後回港醫學監察期間驗出

對Omicron變種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公司指經過調查這些個案後，發現一系列
嚴重違規情況。不遵守醫學監察期間的規則會帶來紀律處分，其中兩名機組人員
已不再是國泰的僱員。另外，本港至今錄得的Omicron個案增至95宗。因應一名
28歲國泰空姐抵港5日後初步確診，並疑帶有Omicron變種病毒，她居於北角英
皇道南天大廈，自12月29日起到其友人的居所（東涌映灣園第二期映濤軒第6
座）暫住，兩個地點均被政府納入圍封強檢。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晚約9時30
分，在食衛局局長陳肇始及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陪同下到映灣園視察。

2名 「元旦BB」
搶閘凌晨零時出世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踏入2022年，
多名嬰兒 「搶閘」出世。其中，荃灣港安醫院的產
房，有 2 名女嬰在凌晨零時出生，相距不足 1 分
鐘，而她們的父親亦同樣姓李。

2022年1月1日凌晨零時正，2名女嬰先後在港安
醫院出生，當中包括一名順產出生的女嬰，體重
6.3磅，女嬰父母李生、李太表示，預產期是本月
15日，沒想過女嬰會搶閘出世，仍未為女兒改名，
希望她健康長大、開開心心，疫情盡快完結，大家
健健康康。

另一名搶閘女嬰為剖腹生產，體重5.5磅，父母
李氏夫婦均是公務員，任職政府測量師，這名女嬰
是第二胎。夫婦希望元旦出生的小女兒能為香港帶
來歡樂和新希望，並期望她身體健康、孝順和聰明
伶俐，長大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昨日是元旦日，
全港多間高等院校及中學均有舉行升旗禮，迎接新一
年來臨。

楊潤雄指加強大家向心力
教育局早前向全港中小學和幼稚園發出通告，將國

旗和國徽納入中小學教育，以及學校升掛國旗和區旗
和舉行升國旗儀式事宜提供最新指引。按照指引，中
小學（包括特殊學校）必須於每個上課日、元旦、香
港特區成立紀念日和國慶日升掛國旗，每周必須舉行
一次升國旗儀式。

楊潤雄在社交媒體發文指，他和所有學校同工都有
共同教育目標，希望能栽培學生成為有識見、有承
擔，具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國際視野的人才。他
說，國旗於指定日子及每個上課日在校園徐徐升起，
意義十分重大， 「旗幟鮮明」地增強大家的向心力。
他又祝願學生在新一年學業進步，事事順利。

全港多間高等院校，包括香港理工大學、嶺南大學
及教育大學等，均有舉行升旗禮，迎接新一年來臨。
在理工大學，中聯辦秘書長王松苗、創新及科技局局
長薛永恒、理大校董會主席林大輝及校長滕錦光，以

及約500名師生等出席校園升旗儀式。滕錦光表示，
新一年理大除每天在校園升掛國旗及於重要日子舉行
升旗儀式外，每周一早上8時亦會舉行升旗儀式，由
理大管理層、師生及職員出席參與，以深化理大師生
員工的國家觀念和對國家的歸屬感。

師生增國家觀念國民身份認同
嶺大表示，為推廣國民教育和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

和國民身份認同，昨日舉辦了升國旗典禮，並計劃在
日後成立由學生組成的升旗隊主持升旗禮。

此外，香港培僑中學亦有舉行升旗儀式。培僑中學
校長伍煥傑介紹，培僑中學以往在每個上課日都升掛
五星紅旗，並且每周舉行升旗禮和國旗下講話，每個
班級都擁有一個升旗隊。他說，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
25周年，因此在新年第一天，希望能通過升旗儀式向
全校師生、全港市民傳達祝福。他期望這一愛國教育
活動可增強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感。

伍煥傑提到，由於現時臨近期末考試，且元旦日屬
於公眾假期，因此元旦升旗儀式簡單，但學校設有全
程直播，讓在家準備考試的學生們亦能遠程觀看和參
與。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昨日，民建聯
舉辦 30 周年會慶啟動禮，並以 「革新求變 邁進新
時代」作為年度主題。民建聯主席李慧於會上致
辭時，公布該黨今年的 5 項工作方向，包括提出切
實可行的政策倡議；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的工作，做好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的工作；在立法會
履職盡責；加強人才培訓；以及協助做好特首選
舉。

民建聯周年會慶昨日揭開序幕，該黨多位領導包括
主席、副主席、會務顧問、執委、全國人大代表、政
協委員、選舉委員會成員、立法會議員、區議員等約
500人出席。李慧指出，30年來民建聯的發展經歷
起伏曲折，現時成為立法會內擁有最多議席的政團，
會員人數超過4萬。她說，在邁進新時代下，該黨繼
續堅持四個信念，包括 「堅定的愛國者」、 「『一國
兩制』的捍衛者」、 「良政善治的建設者」、 「社會
變革的推動者」。

李慧提今年5重點工作方向
李慧表示，民建聯今年的第一項工作方向是 「提

出切實可行的政策倡議」，與立法會內不同黨派和議
員合作，及會緊密聯繫地區選民和選委會不同界別，
提出切實可行的政策倡議，當中重點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為香港社會經濟發展開

拓更大空間、更多機遇；推動政府架構重組和行政改
革，令管治施政更有效回應社會發展需要；推動修訂
長遠房屋策略，落實公屋3年上樓目標，爭取在解決
房屋問題上取得突破。

她續說，第二項方向是 「做好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
穩定的工作」，民建聯會配合政府，做好基本法第23
條立法的工作，亦會繼續積極發聲，支持執法機關依
法維護國家安全，反擊境外敵對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李慧亦稱，第三項方向是 「在立法會履職盡
責」，民建聯會緊守議會工作崗位，在法案審議和撥
款審批等方面嚴格把關，確保行政與立法機關既相互

制衡，又相互配合，有效履行基本法賦予的職能，不
斷提升特區管治水平。第四項工作方向是 「加強人才
培訓」，民建聯在參與選舉的同時，會致力多渠道參
與管治，當中包括繼續積極吸納和培訓管治人才，為
特區管治隊伍提供人才儲備。

至於第五項工作方向，是 「協助做好特首選舉」。
她說，完善選舉制度後的第三場選舉、即特首選舉即
將舉行，民建聯會與社會各界緊密合作，確保這場選
舉成功，選出以民為本、德才兼備的行政長官。民建
聯亦會與社會各界共商共議，融合民建聯的政策倡
議，提出對下屆政府的施政期望。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聶德權昨日在社交媒體發文，強調局方會在公務員
忠誠上嚴格把關，按 「能者居之」原則檢視首長級職
位選拔聘任機制的建議，相信可在上半年出爐。他又
祝願市民新年進步及平安喜樂。

聶德權提到全體公務員在2021年已宣誓或簽署聲明
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公務員學院亦正式成立，今年會全面加強《憲法》、
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培訓，鞏固公務員的國家觀念
和加深大局意識，在履職盡責時自覺維護國家安全。

聶德權強調，局方會在公務員忠誠上嚴格把關，而
按 「能者居之」原則檢視首長級職位選拔聘任機制的
建議，預料會在上半年出爐。同時，局方亦會檢視現
行的賞罰制度，以提升政府的管治效能，達致良政善
治。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勞工處昨日表
示，根據《2021年僱傭（修訂）條例》，《僱傭條
例》下的法定假日由今年起至2030年逐步增加，從
今年起新增的法定假日為佛誕。未來法定假日會逐
步增加至17天。

勞工處發言人說： 「《僱傭條例》下所有僱員，
不論其工作時數及年資，均可享有法定假日。如僱
員在緊接法定假日之前已按連續性合約受僱（即連
續受僱於同一僱主四星期或以上，而每星期最少工
作18小時）滿3個月，便可享有假日薪酬。」

勞工處表示，本港法定假日會逐步增加至17天。未
來新增的法定假日依次為聖誕節後第一個周日（2024
年起）、復活節星期一（2026年起）、耶穌受難節
（2028年起）及耶穌受難節翌日（2030年起）。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警方國安處於
上月29日拘捕《立場新聞》多名現任或前高層，涉
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昨日出
席一個公開活動時表示，有關案件已進入司法程
序，不便透露調查進展，但他強調警方的行動是依
法執行，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另外，警方在社交專頁上載一條長約10分鐘的短
片，回顧2021年警隊年度大事。警方在片段中指出，
過去一年社會回歸穩定，首10個月的罪案率有明顯下
跌，其中行劫下跌57%，爆竊、縱火及傷人亦下跌
30%以上。不過，詐騙及嚴重毒品等罪行上升，今年
首10個月錄得15000多宗詐騙案，上升兩成，其中近
七成詐騙案與網上騙案有關，涉及援交、網上情緣、
網上求職和投資騙案分別上升八成至接近4倍不等。

全港多所學校元旦舉行升國旗儀式

聶德權：公務員首長級選拔機制將出爐

民建聯舉行30周年會慶啟動禮

《立場》案依法辦事
蕭澤頤：或再有人被捕

佛誕增為法定假

理大約500名師生等出席元旦日校園升國旗禮。 記者 馮俊文攝

民建聯舉辦30周年會慶啟動禮。 記者 馮俊文攝

兩位李生李太均期望元旦日出世的女兒身體健
康，成長快樂無憂。 荃灣港安醫院供圖

國泰在聲明中指這些個別人士的行徑令人非常失
望，因為他們損害了其他逾萬名機組人員遵守規則的
精神。國泰為這些違規個案帶來的不便及破壞致
歉，又稱會繼續與運房局及公共衛生當局密切合作，
加強公眾防疫。

林鄭籲市民打針護己護人
林鄭月娥在 Facebook 發文，指 Omicron 在全球肆

虐，香港近日懷疑出現違規機組人員進入社區後證
實確診的情況，強調政府不敢怠慢，已立即收緊機
組人員的豁免安排即使昨日是元旦，亦要在三個地
點進行封區強檢，希望減低病毒傳播的機會。她指
出，初步看來，已接種疫苗人士即使不幸感染，很
多都症狀輕微，相信疫苗發揮了一定效用，呼籲已
接種兩劑疫苗的市民適時接種第三劑；至於仍未完
成接種第一、第二劑的人，更是應該立即接種，護
己護人。

與機員不同枱主婦食客染疫
至於早前的望月樓感染群組，據全基因組測序分析結

果，違規外出聚餐、首先確診的國泰空少，與隨後確診
的其父、及一名不同食客，查出病毒基因排序相同。

昨日再有一名食客驗出陽性，該群組擴大至4人。

新個案涉及一名50歲家庭主婦。她於12月27日約中
午12時至下午2時到望月樓用膳，於12月30日出現
咳嗽和流鼻水的病徵，翌日被安排到竹篙灣檢疫中心
進行檢疫。她位於馬鞍山西沙路600號雅典居第6座
的寓所，昨晚10時30分被圍封。

增17宗輸入確診包括女地勤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日通報，香港新增17宗確診

個案，當中16宗屬輸入個案，1宗屬可能與輸入個案
有關連個案，累計確診個案增至12667宗。在16宗輸
入個案中，患者分別從菲律賓、荷蘭、法國、美國、
加拿大和尼泊爾等抵港，當中 10 人在機場 「檢測待
行」的檢測結果呈陽性、6 人於檢疫期間結果呈陽
性，而可能與輸入個案有關連患者是 30 歲女機場地
勤。根據衛生署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的全基因組測序
分析結果，早前公布的8宗個案確認帶有Omicron變
異病毒株，本港至今錄得的Omicron個案增至95宗。

打過第2針半年可打第3針
港府1日宣布，疫苗接種計劃當日起進一步擴展，

全港10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中的9間每天開放，市民
無論接種科興或復必泰疫苗，只要第二劑疫苗是在6
個月或以前接種，便可接種第3劑疫苗。另外，公立

醫院內的接種站增至13間，流動接種站亦會由1月7
日起增至兩個。此外，會為接種一劑復必泰疫苗已滿
12周的12至17歲青少年，接種第二劑復必泰疫苗。

當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視察社區疫苗接種
中心時指出，疫下不能心存僥倖，香港正與傳播力增
強的變種病毒展開時間競賽，新冠疫苗接種速度也須
加快，特別是長者要盡快接種。

春節後入食肆或須打齊2針
因應香港出現Omicron本地傳播，孔繁毅昨早在電台

節目表示，香港新冠疫苗接種率須盡快提高至九成或以
上，對於當局收緊 「疫苗氣泡」措施，令很多人進入公
共場所要打第一針，他形容是很好的誘因和鼓勵，農曆
新年後可能要收緊至接種兩針。他認為機組人員應盡快
接種第三劑疫苗，航空公司亦須加強內部罰則。

醫院管理局主席范鴻齡表示，已與政府召開跨部門
會議，為應付Omicron變種病毒株和第五波疫情制訂
應變方案，以及視察醫管局隔離設施，確保公立醫院
有足夠隔離設施、人手和資源應對。

港府早前公布，為防患於未然，會將發現有Omi-
cron個案的地區指明為A組指明地區。因應6國確認
發現Omicron個案，將被列入A組指明地區，於21天
內曾逗留當地的非香港居民不准入境。

望月樓群組增至4個案

林鄭月娥到東涌圍封強檢現場視察。
林鄭月娥FB圖片

【香港商報訊】勞工及福利局昨日公布，康復服
務中央檔案室的資訊管理系統懷疑被入侵，涉及19
萬個《殘疾人士登記證》申請人相關紀錄。

勞福局透露，2021年12月31日發現伺服器疑曾被
黑客入侵，進行可疑活動。伺服器內載有的紀錄，涉
及《殘疾人士登記證》申請人的個人資料，包括姓
名、香港身份證號碼、出生日期、地址及殘疾類別。
目前伺服器已暫停運作，局方正進一步調查系統內的
資料曾否被瀏覽或盜取，以採取適當跟進行動。

勞福局發言人表示，已通知警方、個人資料私隱
專員公署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並正全力協
助調查。此外，會進一步加強系統保安，避免同類
事件再發生，亦會盡快通知受影響資料當事人，提
醒他們注意來歷不明或可疑通訊。

勞福局疑被黑客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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