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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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深感失望 將採取適當行動
10官員疫下赴私宴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
道：本港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
惟多名官員及立法會議員本月3日
晚出席一個私人生日派對時，同
場有1名初步確診者，民政事務局
局長徐英偉被界定為緊密接觸
者，須安排送入竹篙灣檢疫中心
檢疫。昨日傍晚，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見傳媒稱，經內部調查，當
晚有10名官員出席，她對有官員
在疫情嚴峻下仍出席私人宴會感
到失望，尤其是對徐英偉，並表
示會採取適當行動。

空姐傳播鏈人數多追蹤難

8官員證9時半前離開
林鄭月娥表示，10名政府官員周一晚曾出席一個逾

百人私人宴會。宴會中，有1名出席者其後因有家人
確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送往竹篙灣檢疫中心後初
步確診。她引述衛生防護中心表示，該名初步確診人
士當晚9時半才到場，因此在9時半前離開宴會的人
士不會被視為緊密接觸者；10名出席活動的官員中，
僅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被列為緊密接觸者，需要到
竹篙灣檢疫中心接受隔離。

林鄭表示，透過翻查安心出行紀錄、八達通紀錄等
資料，證實其中8名官員在9時半前已離開，包括民
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志、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
宇和副局長陳浩濂、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強和政
務助理張曼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胡健民、警
務處處長蕭澤頤、廉政專員白韞六。至於入境事務處
處長區嘉宏，由於未有清晰證明於9時半前離席，因
此仍須調查其行蹤。

政總全面清潔消毒
林鄭表示，特首辦正聯絡所有政治任命官員，公務

員事務局亦正聯絡部分高級公務員，了解對方有否出

席宴會，政府總部已安排進行全面清潔消毒。對於有
官員在疫情嚴峻下仍然出席大型聚會，她表示感到非
常失望，尤其是對徐英偉。因為其他9位官員只是獲
邀到場，基於禮貌打招呼，並無長時間逗留，但徐英
偉則除下口罩交流，製造風險。

被問到官員須否被問責下台，林鄭指出，政府抗疫
工作已持續長時間，作為官員應該以身作則，避免出
席高風險活動，而今次聚會並非公職上要求出席的活
動，她認為官員須為個人行為負責。她又提到，就個
別官員表現不佳，政府會採取適當行動，但目前並非
合適時間作出交代。

多名議員出席宴會
除政府官員外，多名立法會議員亦有出席宴會，當

中包括經民聯陸瀚民、科技及創新界邱達根、選委會
界別陳沛良及陳仲尼等。陳仲尼發表聲明指自己期間
有戴口罩，雖曾與這名初步確診者有過短暫接觸，但
過程不超過15秒，他已進行檢測，正等待報告結果，
至今未有病徵。他透露，與其一同出席活動的顧問，
檢測結果亦為陰性，他已向衛生防護中心提出主動隔
離21日，等待有關部門安排。

陸瀚民表示不認識該名患者，當晚亦沒有與其交

談，在得悉情況後，他與家人已完成自願檢測，亦已
要求所有辦事處人員接受檢測，期間在家工作，直至
另行通知。邱達根則表示，當晚未有與初步確診者交
談，自己昨早已進行檢測。

立法會秘書處表示，得悉有議員早前曾與初步確診
者接觸，相關議員及助理已進行檢測。他們在取得陰
性檢測結果前，不會返回立法會綜合大樓及中信大廈
的議員樓層。秘書處已安排清潔公司稍後在綜合大樓
的議員樓層及公眾地方，包括立法會餐廳，以及中信
大廈13及15樓的議員樓層進行消毒。

徐英偉列密接發文致歉
昨晚約7時，徐英偉透過社交平台就事件道歉。他

說： 「我在此衷心說句對不起，作為問責官員我應該
更加警惕，小心謹慎萬事以防疫為首先的考慮作出行
動！我需要為自己的錯誤行為負責，我會遵守規定接
受隔離，亦會汲取教訓，以後不能再犯。」

徐英偉又向中央政府、行政長官、問責團隊、民政
事務局同事及香港市民致歉。他稱， 「面對犯錯的自
己，我在檢疫期間會認真、深切反思，我亦要加倍努
力做好工作，不能辜負大家的期望。」

此外，發展局政治助理馮英倫亦出席宴會，他已接

受檢測，衛生署昨晚將其列為密切接觸者，須到竹篙
灣檢疫中心檢疫21天。

洪為民發聲深表歉意
昨晚，今次派對主人洪為民亦就事件發表聲明指，

上述初步確診者當晚 9 時 30 分至 10 時 15 分出席聚
會，並沒有參加餐聚。由於她到達現場時間較晚，大
部分賓客已離開。當天聚會地點以 D 類食肆模式運
作，為方便各界友好在不同時段出席，避免人群聚
集，當日採用分流形式，由晚6時正開始、11時半結
束，賓客則按自己方便的時間出席，因此並不是所有
賓客都在同一時間出現在餐廳內，很多賓客並無參加
聚餐，僅出席道賀便離去。

洪又強調，當日有遵守防疫措施，提示所有賓客須
使用 「安心出行」；出席人士亦要求已接種新冠疫
苗。針對事件，他已通知出席賓客立即進行檢測，包
括涉事時已離開賓客，暫時所獲得使用快速測試賓客
的回饋均是陰性，而他本人快速測試也是陰性。洪續
說，已安排和他本人相關的員工、家人進行檢測以及
安排辦公室及家居消毒。對於多位官員及其他賓客出
席活動所帶來不便，以及對防疫工作所造成的影響，
洪為民深表歉意，強調會汲取教訓、深切反思。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本港昨新增33宗
確診個案，其中30宗帶Omicron機會高。Omicron變
種病毒殺入社區後，又一城望月樓再多1名62歲女食
客確診，該群組增至8人染疫；天后陸田園餐廳群組
仍未尋獲其餘約10名顧客，當局呼籲有關人士盡快聯
絡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於

當天記者會表示，目前除了望月樓群
組外，確診國泰空姐及其母已牽連出
多條傳播鏈，傳播鏈複雜，涉及者眾
多，追蹤密切接觸者有挑戰。

新增初陽個案超30宗
新增的33宗個案中，5宗與此前輸

入個案相關，全部由初陽轉確診，包
括：銅鑼灣東寧大廈 43 歲印傭；曾
與國泰空姐母親一同跳舞、住銅鑼灣
高威樓的 48 歲家庭主婦；同空姐母

親在陸田園餐廳用膳、住銅鑼灣翠巒閣的59歲女子。
還有1名確診、住北角和富中心的男子，其太太曾與
空姐母親用膳，太太暫時為初步陽性。另外，又一城
望月樓再多1人染疫。其餘28宗屬輸入個案，包括2
名分別由俄羅斯和美國抵港的貨機機組人員，11人為
菲律賓抵港外傭，其餘來自尼泊爾、印度、澳洲、葡

萄牙等地。
張竹君指，新增初步陽性個案有超過30宗，包括1

名63歲男子，曾於上月30日在銅鑼灣皇室堡東海薈
拉斐特吃早餐，與國泰空姐母親同時段用膳。因餐桌
位置較近，不排除餐廳內有傳播。張竹君呼籲當日早
8時至10時半之間於該處用餐人士接受強檢。一初陽
為1名67歲女子，居跑馬地鳳輝台，本月1日曾與15
名一同跳舞的朋友用餐，驗出初步陽性前曾分別向共
8名學生教授八段錦；另1名初陽73歲女子居於北角
城市花園第3座，屬 「跳舞群組」1名確診者的緊密接
觸者，目前身處檢疫中心，曾於本月1日到訪炮台山
大快活，翌日亦到訪過紀律部隊體育中心。

專家冀市民少聚會快打針
張竹君稱，目前，確診國泰空姐母親相關個案牽連

出多條傳播鏈，包括銅鑼灣皇室堡拉斐特餐廳、陸田
園餐廳、外傭教會、銅鑼灣社區中心跳舞群組等，傳

播鏈複雜，涉及人數眾多，患者又到過多個地方，包
括不同餐廳，中心要靠市民接受強制檢測發現個案，
追蹤所有密切接觸者有挑戰。她說，未來一兩星期很
重要，須視乎個案新增會否因社交距離措施而紓緩，
及是否可以成功追蹤大部分個案，才知傳播是否受到
控制。

因應多宗初步陽性個案涉及變異病毒株，政府昨晚
圍封多處強檢，包括鴨洲漁安苑碧安閣、北角城市
花園1期3座、跑馬地鳳輝台18至19號、大埔舊墟直
街4至20號美新大廈、馬鞍山西沙路638號錦豐苑錦
萱閣F座。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形
容，現時已是第五波疫情臨界點，會否再有爆發，要
看政府收緊社交距離措施能否控制疫情。他希望當局
收緊社交距離措施14天，令疫情不會爆發，期望巿民
這兩個星期能減少大型聚會，跟足指引，未接種疫苗
的巿民盡快接種。

張竹君：未來一兩周很重要

林鄭月娥表示，政府官員應以身作
則，避免有風險的私人聚會。

記者 馮俊文攝

政府昨晚圍封北角城市花園1期3座強檢。 記者 馮俊文攝

Omicron 變種病毒流入社區
後，香港疫情迅速惡化，如果
控制不好，未來一段時間不排

除確診數字會持續上升，甚至出現大爆發。疫情陰
霾下大家無法安心迎新歲，無疑十分可惜。此時此
刻，我們要齊心協力，以最嚴格的防疫抗疫紀律行
事——市民要繼續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
離；有社會影響力的人士，特別是高官、議員等知
名人士更是要以身作則，樹立良好榜樣，要守法
規，要以更嚴格的標準自律，要顧及社會的觀感和
效應，不應再發生百多人聚會、最終多人要強制檢
疫的具潛在風險的聚集。只要萬眾一心，全民防疫
抗疫，相信可在農曆新年前穩住疫情，好讓全體市
民歡度新歲。

由於嚴防輸入出現漏洞， 「望月樓群組」 出現後
不久，全社會已高度警惕，應對頗有條理。特區政
府即時採取快、狠、準的措施，包括今日起實施晚
市禁堂食，關閉酒吧、健身中心及美容院等場所，
為期14日，務求早日遏制疫情。難能可貴的是，早
已 「抗疫疲勞」 的市民也沒有鬆懈，繼續嚴守防疫
措施，最近數日更有不少人蜂擁去接種加強劑。凡
此種種都證明，政府和市民的防疫意識整體都十分
之高，值得肯定和堅持。香港能夠安然渡過4波疫
情，將倫敦、紐約、巴黎、東京等國際大都會比下
去，絕非僥倖，政府和市民均有功勞。但凡事沒有
最好，只有更好，事實上正在遭遇的第5波疫情讓
我們看到香港若干不足之處。

疫苗是抗疫最強武器，有助減少重症。雖然目前

已有超過七成市民接種兩劑疫苗和超過45萬人接種
加強劑，但據經驗，總有些人無論如何都會拒絕接
種。社會不能因為一小撮自私自利的人而蒙受損
失，政府當效法奧地利等國家，推行更加強制的疫
苗接種，務求建立和鞏固抗疫屏障。

與此同時，香港防疫抗疫在科技應用上亦有改善
空間。香港成功開發 「安心出行」 應用程式，可用
於記錄出行、報告確診或初步確診、接收通知、儲
存電子疫苗接種及檢測紀錄。可惜的是， 「安心出
行」 追蹤功能並不完善， 「望月樓群組」 出現後，
防疫官員只能通過信用卡、八達通、閉路電視紀錄
追蹤密切接觸者，費時失事，當找到有關人士之後
早已歷幾代傳播。其實，在 「安心出行」 程式內加
入追蹤功能根本沒有技術困難，只是社會上有人基

於私隱而有所抵制。另外，昨天揭發有高官出席生
日派對時竟沒使用 「安心出行」 ，涉嫌 「做壞規
矩」 。這些行為無疑是應受詬病和批評的，政府應
該研究為 「安心出行」 加上追蹤功能，同時加重拒
用的罰則，所有人都一視同仁！

沒人願再看到香港長時間處於高風險的抗疫狀
態，所以每個人都要付出更多，全力配合抗疫。未
接種第一劑和第三劑疫苗的人應盡快接種；出入表
列處所必須自覺使用 「安心出行」 ，若曾身處高風
險地區，應主動上報、進行檢測和隔離；有影響力
的人士則更應嚴以律己，自覺遵守防疫規定，避免
重蹈英國首相約翰遜在疫下開聖誕派對的鬧劇。唯
有齊心一致，共同努力，社會才能盡快穩住疫情，
無憂過年。

以身作則 全民抗疫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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