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印人：香港商報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道332號香港商報大廈 總機：25640768 傳真：25655456 廣告部：25905305 傳真：25905553 發行部：25905385 傳真：25635437 深圳廣告電話：86-755-83881358 傳真：86-755-83516512 深圳發行電話：86-755-83518737 傳真：86-755-83518513

2022年1月6日 星期四

頭條商報
責任編輯 董逸薇 張芃芃 美編 坤華

今天出版1疊共12版
1952年創刊 第24824號

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專家指第五波或已爆 港府收緊防疫

食肆晚六時後禁堂食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全國政協副主席、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昨日在深圳與部分第七屆立法
會議員會面，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晚召開記者會介紹會
面情況。夏寶龍祝賀新屆議員完成宣誓、就任履職，並
形容今次立法會選舉過程和結果圓滿，當選者都是愛國
愛港人士。夏寶龍還向每位議員送出禮物，包括《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法法律匯編》、《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度法
律文件》及《 「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
等4本書。

立法會選舉重塑香港選舉文化
梁君彥表示，夏寶龍認為這次立法會選舉，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維護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鞏固了香港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發展局面，重塑了香
港選舉文化及政治格局，對 「一國兩制」實踐沿着正確
道路，對香港保持繁榮穩定、長治久安、實現良政善治
的新格局，具有深遠影響。

梁君彥引述夏寶龍表示，立法會在過去實際運作上出
現問題，自香港回歸以來，立法會日益偏離其憲制定

位，成為反中亂港的主要平台。夏寶龍譴責反中亂港分
子公然在立法會挑戰憲法與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危
害國家安全，僭越職權，衝擊行政主導體制，濫用議事
規則與惡意 「拉布」，阻礙政府施政，拖累民生，嚴重
損害香港的形象。

當務之急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梁君彥表示，夏寶龍認為立法會亂象越演越烈的原因

有兩個：首先是選舉制度存在漏洞，為反中亂港分子進
入議會大開方便之門；第二是立法會執行紀律不嚴，導
致 「破窗效應」，令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在中央主導
下，香港完善了選制，為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提供
堅實的保障，接下來的任務是要令立法會回歸本位，切
實發揮作用。

梁君彥續引述夏寶龍說，中央政府真心實意在香港搞
民主，香港民主發展要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符合 「一國
兩制」原則，走香港特色的路，絕不能照搬西方一套，
不能在民主幌子下成為顏色革命橋頭堡，須建立符合
「一國兩制」的要求，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香港

當務之急是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破解長期積壓的

深層次問題。

5點希望寄語立法會
商界（第二）立法會議員廖長江引述夏寶龍強調，要

把握好立法會的憲制地位。首先，立法會是單一制國家
下的地方立法機關，權力全部來自中央，是由中央通過
基本法作出授權，因此受到中央監督，議員的言行應當
遵守政治規矩。其次，立法會是行政主導體制下的立法
機關，與行政機關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的關係。他說，
在香港特區主要官員任命後，中央一向都有與主要官員
溝通和交流，今次是第一次與新一屆立法會議員溝通交
流，他認為表達出中央在 「愛國者治港」時代下對立法
會議員的期待。

民建聯主席李慧表示，夏寶龍在會上提出新一屆立
法會應有的5點新面貌、新希望，包括全面貫徹 「一國
兩制」方針，做立場堅定的愛國者；支持、監督政府依
法施政，做行政主導體制的維護者；勤勉、務實、貼
地、廉潔，做真正的民意代表；勤於學習，做高質素的
管治者；善於團結協作，不斷提高立法會工作效率及整
體戰鬥力。

屯門男患者非源頭不明
特區政府昨舉行記者會公布收緊防疫措施。林鄭月

娥指出，本港疫情出現急劇變化，情況令人擔心，顯
示社區出現隱形傳播鏈，其中居住在屯門的男患者，
沒有接觸過確診個案，但病毒基因排序，與確診的違
規機組人員病毒基因合，認為個案非源頭不明，只
是傳播方法不清晰。她形容，香港第五波疫情一觸即
發，預計在數十個小時後或有惡劣改變，因而需要盡
快掌握關鍵時刻，以免Omicron在社區大型爆發。

林鄭月娥表示，Omicron傳播速度快，或令社區確

診數字幾何上升，是非常危險的信號。因此，今次採
取兩年抗疫以來，很果斷且快、準、狠的措施，希望
重鎚出擊，以短暫陣痛遏制Omicron傳播，讓市民在
農曆新年期間正常外出，並和內地盡早恢復正常往
來。

禁美英等8國航班抵港
外防輸入方面，政府考慮旅客流量及輸入個案，針

對 8 個國家收緊航班熔斷機制，分別為澳洲、加拿
大、法國、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英國和美國，
禁止從這些國家出發的民航客機陸香港，同時禁止
曾逗留8個國家人士及香港居民抵達香港，轉機抵港
亦受禁止。相關措施將於周六凌晨零時起生效，為期
14日，至本月21日止。

林鄭月娥說，措施短期內會對市民及業界帶來陣
痛，希望市民諒解，當局會於新措施生效 7 天後檢
視，希望在農曆新年前遏制疫情。她指，外防輸入措

施會對不少已訂機票準備回香港的香港居民和海外人
士造成不便，但當局有需要採取果斷行動，否則會影
響大眾安全，以及令抗疫工作的努力前功盡廢，希望
能夠諒解。

通關準備工作不會白費
至於通關方面，林鄭月娥稱，目前疫情涉及傳播力

強的Omicron變種病毒株，肯定影響通關。特區政府
此前與內地進行的通關準備工作不會白費，只要本港
在一段時間內沒有出現源頭不明個案，就可隨即啟動
恢復正常通關的工作。

被問到在家工作安排，林鄭月娥稱，鼓勵私人企業
推行，以減低人流及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風險，但考
慮到部分公務員有需要落區工作，安排在家工作影響
公共服務運作。至於停止面授課堂，林鄭月娥認為這
是其中一個艱難決定，停課或影響學生身心健康，也
會影響家長，相信現行措施推行得不錯。

夏寶龍：中央真心實意在港搞民主

▶食肆傍晚6時後禁堂食

▶B、C、D類食肆減至2、4、6人/

▶關閉酒吧、遊戲機中心、浴室、健身中心、
主題公園、博物館等

▶取消所有大型活動及非必要聚會

▶暫停本地遊及公海遊

▶除恩恤安排外，暫停醫院及院舍探訪
（1月7日生效）

▶對8國（澳洲、加拿大、法國、印度、巴基
斯坦、菲律賓、英國、美國）收緊航班熔斷機
制，為期14日

（1月8日生效）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
Omicron病毒在港火速蔓延，專家形容
第五波疫情或已爆發。昨日，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公布收緊防疫措施迅速應對急
劇變化的疫情：周五起食肆晚上6時後
禁堂食；酒吧、健身中心、美容院、戲
院等15類表列處所關閉；取消多項大
型活動，本地遊及公海遊亦要暫停。外
防輸入方面，周六起禁止包括英國、美
國、澳洲等8個國家的民航航班抵港，
為期14日。林鄭月娥形容，第五波疫
情一觸即發，期望在疫情擴散前，以
快、準、狠的措施，爭取在短時間內切
斷傳播鏈。而袁國勇、港大醫學院內科
學系臨床教授孔繁毅、醫學會傳染病顧
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殷等專家均認為
——本港第五波疫情可能已經開始。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本港昨日新增38
宗確診個案，其中 34 宗輸入、4 宗與輸入個案有關
連；另有約20多宗初步確診個案。令人憂慮的是，確
診感染Omicron變種病毒株的國泰空姐已衍生出感染
群組，包括其母親、居於屯門的測量師以及數宗初步
確診個案。

香港已沒有源頭不明個案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表示，

38 宗 確 診 個 案 中 ， 有 31 宗 發 現 病 毒 N501Y 和
T478K，即感染Omicron機會很大。輸入個案中，有
3宗涉來自芬蘭及美國的機組人員，14宗涉及抵港菲
傭，其餘個案分別來自美、英及韓國等地。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表示，確診感染Omicron
變種病毒株的國泰空姐衍生出感染群組，情況令人擔
心。該空姐返港後傳染同住在銅鑼灣高威樓的62歲母
親，而該62歲女患者之後再傳染給至少4人，包括43
歲的男測量師。

據了解，居屯門的男測量師每早都會由屯門坐巴
士，落車後會途經維園，而國泰空姐的母親早上會在
維園跳舞，據理大全基因分析發現，男測量師病毒基
因序列與空姐個案合。中心亦發現，測量師八達通
紀錄顯示，他曾在12月31日早約9時到天后歌頓道陸
田園餐廳小廚用膳，與空姐母親及59歲初確女子差不
多相同時間於同一食肆進食。

張竹君及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
袁國勇昨晚到天后陸田園餐廳小廚視察。經調查，該
42歲確診男測量師當日用餐時，他與空姐母親及朋友
坐的位置非常近，僅距離1米，而且當時餐廳沒有開
啟鮮風系統，只開啟小的抽氣系統，可能導致空氣轉
換不足而令測量師染疫。袁國勇指，發現這一傳播途
徑十分重要，香港已沒有源頭不明個案。

銅鑼灣北角相關場所須強檢
張竹君表示，空姐母親的兩名朋友，分別居天后翠

巒閣59歲婦女及北角和富中心15座60歲男子都初步
確診。政府於昨晚7時半和9時半，分別圍封銅鑼灣
天后廟道41號翠巒閣和北角和富道49號和富中心15
座進行強檢。她引述店員描述指，當時有約10多名食
客，相信都是附近街坊，呼籲盡快檢測。

另外，目前有 3 宗初確個案均與空姐 62 歲母親相
關，包括1名48歲女士，是空姐母親的朋友，她們會
一同聚餐及跳舞，曾到過維園跳廣場舞；第2名為43
歲印傭，1月2日發病、1月4日檢測的Ct值為13，病
毒量極高；第3名是居於天后59歲女士，她亦是空姐
母親的朋友。

上述印傭與僱主及其 2 名家人同住銅鑼灣東寧大
廈。印傭僱主是郵輪海洋光譜號上一名乘客，亦是另
一宗確診個案即空姐母親的朋友。該印傭本月2日發
燒及咳嗽，4日到律敦治醫院檢測，之後到英皇道利

都樓外傭宿舍休息，其後直接由當局送院。她主要在
東寧大廈工作，亦會於僱主跳舞時到維園送東西。印
傭1日及2日放假，均去過位於屈臣道海景大廈的教
會聚會，涉及過百人。

專家料有5至10條隱形傳播鏈
望月樓群組則再有食客感染。患者是一名 13 歲女

童，居馬鞍山雅典居6座，為聖羅撒書院學生，上月
27日中午12時至下午2時與早前確診的母親在望月樓
用膳；目前，望月樓累計已有7人確診及1人初步確
診。初確個案涉一名62歲退休女子，坐33號桌近走
廊位置，即確診34歲地盤工附近。患者居又一村樂景
樓，1月1日及2日曾到訪聖方濟各教堂，2日在翠苑
餐廳與3人用膳，其後與友人往寶林遠足，並於寶林
海港酒家用膳。政府昨晚7時圍封又一村達之路36號
樂景樓強檢。

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表示，香港已
出現與望月樓無關並已有第三代傳播的個案，相信社區
存在至少2條額外傳播鏈，預計已潛在可能5至10條隱
形傳播鏈， 「這是非常大的警號和非常緊急的時間」。

衛生署署長林文健表示，本港疫情在過去24小時出
現重大變化，確診國泰空姐引申的感染群組傳播力
強，社區出現多條傳播鏈，本港內部疫情防控處於非
常危險的階段，必須以嚴謹措施防止擴散，呼籲市民
有需要時接受檢測，並盡快接種疫苗。

確診空姐傳播鏈速率驚人
測量師與其屬同一感染群組

政府收緊防疫措施政府收緊防疫措施

國泰空姐群組
(3人確診、3人初陽)

1月2日確診：

▶28歲國泰空姐（編號12676）

1月4日確診：

▶國泰空姐的62歲母親（編號12754）

1月5日確診：

▶42歲男測量師（編號12767）

1月5日初步確診：

▶國泰空姐母親的48歲女性朋友
▶43歲印傭

（其僱主有時會與國泰空姐的母親在維園跳舞）

▶國泰空姐母親的59歲女性朋友

望月樓群組
(7人確診、1人初陽)

12月29日確診：

▶44歲國泰空少（編號12611）

12月31日確診：

▶國泰空少的77歲父親（編號12637）

12月31日確診：

▶34歲搭棚工人（編號12654）

1月3日確診：

▶搭棚工人的38歲妻子（編號12708）

1月2日確診：

▶50歲家庭主婦（編號12673）

1月5日確診：

▶家庭主婦的13歲女兒（編號12758）

1月3日確診：

▶66歲退休女士（編號12747）

1月5日初步確診：

▶62歲女士

林鄭月娥（中）指出，本港疫情急劇變化，情況令人擔心。 記者 馮瀚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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