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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望月樓群組增至望月樓群組增至66人人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
道：本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不穩，
昨日新增29宗確診個案，其中28
宗是輸入個案、1宗與又一城望月
樓群組相關，至今累計共 12722
宗；另有約40宗初步確診個案。目
前，望月樓群組已有5人確診、1
人初步確診，在首名患者同時段光
顧望月樓的207名食客中，仍有6
人未被追蹤到，當局再向有關食客
發出強檢公告，要求今日進行檢測
並通報，政府會考慮發出告票或者
提出檢控。

3議員牽頭成立
智慧生活促進組

恒峰花園第2座須強檢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昨日

表示，29 宗確診個案中，有 26 宗發現變種病毒
N501Y 和 T478K，即很大機會感染 Omicron 變種病
毒，另有 1 宗帶有 L452R 變種病毒，餘下還在化驗
中。其中1名患者是望月樓群組確診地盤工人的38歲
妻子，她上周一到過望月樓午膳，上周四送入竹篙灣
檢疫中心，前日檢測結果呈陽性。而 28 宗輸入個案
中，包括1名45歲的國泰航空男機師，另有20宗是從
菲律賓輸入，大部分為新抵港外傭。

此外，望月樓群組再多1人初步確診，患者是1名
居於大圍碧田街18號恒峰花園第2座的66歲女子，早
前已打2劑科興疫苗，上月27日她與8位親友在望月
樓午餐，時間大約是12時30分至1時30分，當局透
過追蹤而找到她，並已界定為密切接觸者並送往檢
疫；她於本月2日出現咳嗽、喉嚨痛，其後檢測呈陽
性，暫列初步確診。政府昨晚7時起圍封恒峰花園第
2座指明 「受限區域」並進行強檢，目標是在今日早
上7時半完成行動。

部分患者無任何接觸
望月樓群組至今已有5人確診、1人初步確診。在

首名患者同時段光顧望月樓的207名食客，政府已經
聯絡191人並送入檢疫中心，大部分人檢測呈陰性；
另外10人準備送往檢疫；餘下6人仍未追蹤到，涉及
2張。當局再向有關食客發出強檢公告，要求今日
進行檢測並通報，政府會考慮發出告票或者提出檢
控。中心再次提醒，12月27日下午1時至5時，曾到
又一城商場的人士亦要接受多次強檢。中心又發現，

首3宗個案涉及兩張桌相距大約10米，患者曾經在身
邊經過。惟第3張、第4張桌分別處於2間房，與第1
宗個案無任何接觸，但用餐時間有重疊。

歐家榮續說，另有約40宗初步確診個案，大部分人
在機場採樣檢測結果呈陽性；又錄得1宗本地感染，
涉及1名35歲男士，為編號12676的家人，居北角南
天大廈，在紅磡都會大廈工作，曾到訪銅鑼灣吉野
家。

若現第三代傳播須收緊社交
另一方面，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現時在

社區、主要在又一城望月樓有Omicron傳播，政府過
去數天正全力管控，包括封小區及強檢，希望堵截傳
播鏈，目前已安排340名密切接觸者或家居接觸者、
餐廳職員，以及與確診個案同一時間用膳的食客前往
檢疫，如再有確診個案會作出公布。她續說，當局監
察疫情發展，會評估風險去調整社交距離措施，亦希
望逐步擴大 「疫苗氣泡」。

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就指，望月

樓群組目前難以完全重組傳播途徑，亦無法肯定各確
診者是循同一途徑感染，但從流行病學上，除空氣傳
播外，無其他原因解釋群組個案的關係。他認為，望
月樓相關個案仍停留在第二代感染，均是涉及直接接
觸第一代感染個案的空氣傳播，未來兩星期的發展是
最關鍵，而香港已經歷最高風險的聖誕元旦長假期時
段，若有第三代傳播就要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包括收
緊食肆營業時間、停課等。

港府將認可多國疫苗紀錄
政府昨日公布，因應保加利亞確認發現Omicron個

案，會將該等地區指明為A組指明地區，1月6日凌晨
零時生效，以收緊相關抵港人士的登機及檢疫要求。
當局已與白俄羅斯、文萊和越南政府完成商討，將認
可該等地區發出的疫苗接種紀錄，作為曾於A組指明
地區逗留的香港居民的認可疫苗紀錄；政府亦將接受
曾逗留A組指明地區的香港居民持黑山、突尼斯和烏
拉圭所發出的疫苗接種紀錄登機來港，相關安排將由
1月5日凌晨零時起實施。

6食客仍失聯 當局或提檢控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香港中華廠商聯
合會（廠商會）主辦的第55屆工展會昨日閉幕，不少
巿民選擇在最後一天進場 「執平貨」，亦有參展商
「要錢唔要貨」劈價促銷。24日展期吸引過百萬人次

入場，並在聖誕新年的傳統消費旺季及第三期電子消
費券發放的帶動下，創下近港幣10億元銷售總額。

共吸過百萬人次入場
維園昨日不少工展會的攤位人頭湧湧，其中售賣參

茸海味的攤位最受歡迎，巿民希望低價購入心頭好過
年。有參展商表示，不少貨品如鮑魚、臘腸等一早售

罄，但最後一日仍會推出額外優惠，例如一人份量佛
跳牆以六八折出售，另有凍肉舖推出500元可任選4
包凍肉，包括帶子、和牛等，亦受巿民歡迎。

廠商會會長史立德滿意第55屆工展會成績，他指在
政府防疫政策下，今屆工展會雖然設有入場人數限
制，但為期24天展期每天依舊人潮如鯽，場內購物氣
氛亦與往屆一樣熱烈，而在12月19日免費乘車日、
聖誕節及元旦，人流和生意額更特別理想。他認為今
屆工展會釋放了本港消費潛力，為來年的經濟市道打
下 「強心針」。

史立德稱為來年打「強心針」
廠商會副會長兼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主席施榮恆亦對

今屆工展會取得美滿成績感到十分欣慰。他表示，今
屆工展會首度以 「線上+線下」雙軌並行，除了為參
展商提供多一個渠道進行促銷，亦為市民提供嶄新而
方便的購物新體驗。他感謝各大參展商和香港市民的
鼎力支持和積極配合各項防疫措施，令今屆工展會得
以順利舉行。

至於工展會另一焦點 「工展小姐選舉」亦於昨日圓
滿結束，綜合5輪宣傳活動的表現以及入場市民的投
票結果後，新一屆工展小姐的冠、亞、季軍終於順利
誕生，結果由代表昇鋒國際有限公司的張嘉珮摘得桂
冠，而代表和興隆潮州花生糖有限公司的王淑雯和傲

威國際有限公司的陳韻娜，則分別獲得亞軍和季軍殊
榮，所有獎項得主及其代表企業獲得總值港幣35萬元
的現金獎，以及接近港幣86萬元的名貴獎品。

雖然 「第55屆工展會」已圓滿結束，但 「網上工展
會」（online.hkbpe.com.hk）將舉辦至 1 月 10 日，繼
續為市民送上購物驚喜。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3位來自專業背
景的選委會界別立法會議員，包括創科界葛珮帆、工
程師陳紹雄及城市規劃師林筱魯，昨日聯同多位專業
人士宣布成立 「智慧生活促進組」，提出一系列打造
及利用科技創新基建及綠色生態系統的 「智慧生活」倡
議，協助特區政府盡快推出《香港智慧城市藍圖3.0》
及配合國家 「十四五」規劃發展大灣區智慧城市群。

為港打造智慧城市出力
他們倡議透過各項智慧城市基礎建設，善用資訊科

技及自動化設施，協助政府提高決策及施政效率，大
幅縮短土地開發、規劃、建造房屋的流程及時間，更
有效管理城市，解決房屋、交通、衛生、廢物處理等
問題，創造更安全、健康、便捷、宜居的香港，達致
2050碳中和目標。

其具體建議包括：利用物聯網、大數據配合 「港康
碼」及 「安心出行」等系統，幫助社區疫情監察及防
控，加快處理突發疫情爆發的控制，改善社區衛生及安
全環境；將 「智方便」，安心出行和醫健通整合為一，
方便市民及長者使用；利用智慧科技，及政府的空間數
據共享平台（CSDI）尋找閒置土地和加快新發展區土
地開發；鼓勵使用電動車，提供更多稅務優惠等。

「智慧生活促進組」將全面展開工作，包括約見司
長及各相關政策局局長，在立法會各會議表達意見，
提出質詢及動議，並將繼續邀請專家加入、與相關業
界交流及收集意見。

工展會閉幕銷售總額近10億元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第七屆立法會選
舉宣誓儀式昨日圓滿舉行，政府紀律部隊人員總工會
發表聲明祝賀90位立法會議員於新一年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

聲明稱，新設定以選舉委員會、功能界別及地區直選
3種選舉方式以 「4：3：2」比例成功產生了90位立法
會議員，是一場彰顯了廣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
參與性和公平競爭性的歷史性選舉。當中，候選人近六
成屬首次參選，亦打破過去傳統政黨主導的格局。加上
有史以來第一次無人可自動當選，而候選人的多元性背
景亦體現了良性激烈競爭、選賢與能的特點。

共同建設美好香港
過去，德才兼備的人才找不到途徑加入管治團隊，阻

礙香港向前發展。如今，國家從中央層面完善特區選舉
制度，不僅清除了阻滯香港民主發展的重重障礙，更助
力修復了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發展道路，為香港重回正
軌發展創造良好條件，從破壞年代走向建設時代。

聲明續稱，政府紀律部隊人員總工會仝人亦已整裝
待發，期望與新一屆立法會議員並肩同行，協助特區
政府開啟良政善治的新篇章，並把握國家發展的新機
遇，充分發揮 「一國兩制」的優勢，為香港創建更美
好的明天。

紀律部隊總工會
冀與新屆議員合作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Omicron變種病
毒陰霾籠罩本港，又一城望月樓群組至今累計6人染
疫。近日有信息在網上及WhatsApp瘋傳，指政府為
防止Omicron變種病毒在社區擴散，午夜起全面 「封
關」，所有人不得進出香港，及晚上6時後不能堂
食。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嚴正澄清，指有關消息純屬
謠言，並指事件如涉及刑事成分，將嚴正執法。

如涉刑事定必嚴正執法
發言人重申，當局從沒有計劃禁止所有人進出香

港，即所謂 「封關」，或在晚上6時後只容許外賣
不能堂食。發言人譴責有人在網上和 WhatsApp 群

組散布 「午夜起全面封關」和禁堂食的謠言，造成
公眾恐慌。事件如涉及刑事成分，執法當局一定會
嚴正執法。

發言人續指，食物及衛生局局長上周五聯同衛生
署署長和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召開記者會時已詳細
匯報疫情的最新情況，並闡述了相應收緊的防疫措
施，當局會嚴格和果斷地執行有關防疫措施。

發言人說，政府一直採取公開透明的方式，盡早
公布防疫措施。任何不必要的揣測和散播謠言均對
政府和巿民同心抗疫沒有幫助。市民應對謠言提高
警覺，並密切留意政府發放的資訊，切勿被謠言誤
導。

「封關」信息瘋傳 港府譴責造謠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規管房租務的
《2021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將於本
月22日起生效，特區政府昨日公布相關細節規定。

條例主要規定提到，房租賃的規管周期，須由連
續兩項租賃所組成，每項租期為兩年；有關房第一
個租期的租客有權獲續租，享有4年租住權保障；在
每項租期內，業主不得加租；在首兩年後的續組加
幅，不得高於差餉物業估價署的全港性租金指數在相
關期間的百分率變動，上限為一成。

另外，相關業主向租客濫收雜費或指明公用設施及
服務，包括水、電收費的付還，即屬犯罪；業主亦須
要在租期開始後60日內，向差餉物業估價署提交租
賃通知書（表格 AR2），無合理辯解而未有遵從規
定，即屬犯罪。

差餉物業估價署負責條例的執行工作，並成立新小
組，以協助公眾認識新條例的規管制度；處理查詢；
就租務事宜提供免費諮詢和調解服務；在新法例實施
後發布申報的房租金資料；以及採取適當的執法行
動等。政府亦已委託非政府機構設立 6 支區域服務
隊，協助估價署在地區層面宣傳就實施分間單位租務
管制的新法例。

房租管22日生效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微軟創辦人比
爾蓋茨早於 1995 年首次提及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的概念，目前經已應用於不同行業，推
動智慧化發展。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昨日表
示，IVE軟件工程高級文憑畢業生伍景誠（David）
現於一間工程科技公司任職高級軟件工程師，正應
用IoT等資訊科技專業知識和技術，領導公司團隊
優化一套智能工地系統，提升本港的工地安全及施
工效率。

可感測工友動態保安全
David 負責領導團隊優化公司現有的智能工地系

統，整套系統分為兩部分，一部分透過感測工友動態
確保工地安全，另一部分則協助從業員妥善地記錄施

工進度及分配工程機械物料，以控制工程成本。Da-
vid稱，以IoT技術整合一套完整系統，可以讓建築工
地的管理人員更透徹地掌握工地的資訊。

據介紹，以感測工友動態系統為例，David表示在
升級這套系統時，希望進一步加強工地安全，因此
他與團隊便想到在安全帽上加配運動傳感器，可感
測工友的健康狀態，一旦工友不慎跌倒或從高處倒
下，亦可由系統發出求救信息，及時作出救援。另
外，升級後的系統亦會管理與安全相關的資料，例
如工友 「安全咭」的到期日。假如系統顯示工友的
「安全咭」仍未續期，工地管理者便能適時提醒工

友，確保工地安全。
在監察施工進度方面，David也改善了用作追蹤工

程進度的智能系統，第一代系統一旦在網絡信號較差

的環境便無用武之地，他因此為系統設計一個 「離
線」版本，為業界解難，David說： 「程式即使在離
線狀態下，仍能記錄拍下的相片及文字，當重新連接
網絡數據後，有關的資料便會自動上傳系統。」

IVE生優化系統提升工地安全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左)、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右)公布疫情最新情況。
記者 蔡啟文攝

工展會最後一日，不少參展商推限時優惠。
工展會Fb圖片

伍景誠今年初領導公司團隊提升智能工地系統，
促進業界工地安全及施工效率。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右三)、陳紹雄(左三)、林筱魯
(右二)成立智慧生活促進組。 記者 崔俊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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