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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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確者假陽性 逾10人撤檢疫令

生日宴暫未現傳播鏈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

報道：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洪為
民3日在灣仔舉行生日派對，
早前懷疑初步確診的香港電台
女主持人楊子矜，經衛生防護
中心覆檢後，證實並非染疫，
而是屬於被疫苗病毒株污染樣
本導致的 「假陽性」 個案，部
分因參與宴會被送檢疫人士可
以停止檢疫，涉及逾10人。此
外，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
局長胡健民、創新及科技局副
局長鍾偉等人，昨日先後就
出席上述活動向公眾致歉。

第五波料 「海嘯式」爆發
【香港商報訊】記

者李銘欣報道：由
Omicron 引起的疫情
來勢洶洶，食物及衛
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

表示，Omicron 傳播速度快，目前檢疫設施供應緊
張，已有3間檢疫酒店準備就緒，一旦檢疫設施不夠
用，可能需要居家檢疫。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
樹昌形容，本地疫情已進入第五波，情況令人擔心；
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隆則指出，市民
要有心理準備今波疫情必定是 「海嘯式」爆發，現時
希望盡量遏制傳播速度，令醫療系統不會崩潰。

籲降打針年齡建「防波堤」
許樹昌昨日在電台節目表示，本港已出現數條新冠

病毒傳播鏈，疫情已進入第五波，Omicron的傳播力
比Delta病毒高4至8倍，其中確診的國泰空姐母親的群
組更出現4代傳播，無打針的人士，病毒傳播力更高。

他提到，昨日確診的超市理貨員屬源頭不明個案，行
蹤遍布港九多間超市，情況令人擔心。他認為社區若
再有源頭不明個案，政府需要考慮停課及安排公務員
在家工作，呼籲市民盡快打針，避免大型聚會。

出席同一節目的劉宇隆表示，疫情如果出現5代傳
播，已無可能追蹤全部接觸者，呼籲市民要有心理準
備今波疫情必定是 「海嘯式」，目前希望盡量遏制傳
播速度，令醫療系統不會崩潰。他續指，80歲以上長
者接種率只有23%，小學生更是未能打針，形容情況
是 「兩頭不到岸」，當局必須增強疫苗接種能力。他
又認為政府應先盡快降低接種疫苗的年齡門檻，讓幼
童打針，建立 「防波堤」。

檢疫酒店爆滿或居家檢疫
陳肇始昨日在電台節目表示，Omicron變種病毒傳

播速度快，一兩宗個案便能衍生百多個密切接觸者，
竹篙灣檢疫中心現有約1500個單位，即使加上鯉魚門
度假村、八鄉檢疫中心及西貢戶外康樂營等後備檢疫

設施的單位數目不多。目前已有3間檢疫酒店準備就
緒，如果密切接觸者太多的話，可能要居家檢疫，屆
時需要其他部門提供配套和協助。

陳肇始強調，本港疫情嚴峻緊張，社區內有多條傳
播鏈，仍有部分未浮現，衛生防護中心個案追蹤辦公
室約200名人員，每日疲於奔命、日以繼夜利用電腦
資訊系統，分析 「安心出行」及信用卡消費紀錄等方
法追蹤密切接觸者，當務之急是截斷傳播鏈，找出個
案源頭。

出席同一節目的衛生署署長林文健則表示，過去兩
周，Omicron 已在香港成為主流，自機組人員將
Omicron帶入社區後，病毒進一步擴散，在不同食肆
再傳播，目前未能掌握社區具體有多少條傳播鏈，但
每名確診者的社交圈子，都可以造成一條感染鏈，部
分個案在短短一周內已衍生4代傳播。他形容目前形
勢岌岌可危，提醒市民切勿心存僥倖。林文健表示，
聯合科學委員會將開會討論擴大科興疫苗在年幼學生
的接種範圍。

專家觀點

【香港商報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晚在
社交平台表示，疫苗接種計劃已開展近11個月，本
港第一針接種人口終於突破500萬人，佔合資格接
種人士逾74%。他坦言，過去數月，香港的每天接
種人數均處於低水平，直至近日接種需求急增，當
局隨即提升接種能力、增加接種量以回應市民需
求，例如增流動接種站及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等，他
強調當局會密切留意情況，適時調整計劃。

政府宣布，昨日起符合出院條件的確診病人，出
院後會在指定地點，即家居或其他住所，進行14天
的家居強制隔離及健康狀況監測。政府表示，是因
應疫情最新發展和檢疫、隔離及治療設施的需求，
經風險評估後的決定。

楊子矜兩次檢測呈陰性
灣仔灣景中心的西班牙餐廳1月3日晚舉辦逾

百人聚餐，出席賓客中涉1宗確診及1宗初步確
診個案，約 170 名賓客全部被列為密切接觸
者。楊子矜前日初步確診，覆檢後卻發現有疫
苗基因。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昨日
下午到位於中環的診所視察後表示，該個案並
非確診個案，屬於疫苗殘留污染。他指出，楊
子矜入院後，兩次進行的檢測都呈陰性，血清沒有抗
體反應。朱偉星當天曾為13位市民注射科興疫苗，不
排除在抽取疫苗時，有疫苗氣花污染診所環境。當為
楊子矜進行檢測並抽取樣本時，有關人士手上殘留的
疫苗病毒污染樣本。

約100人仍須隔離21日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表示，楊子矜非真正感染

新冠病毒，因此由她衍生的個案追蹤及調查工作將停

止。出席洪為民生日會的人士，如在當晚9時半前已
經離開，可獲撤銷檢疫令，10多名已被送檢的人，可
獲安排離開檢疫中心。至於約100名在當晚9時半後
仍在場的人士，會繼續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要隔離檢
疫21日；他們的家居接觸者亦要檢疫4日，直至檢測
陰性才可離開。徐樂堅強調，派對場地至今未發現有
傳播鏈出現，防護中心一般會在發現場地有傳播之
後，才到現場進行大型實地調查。

此外，多位官員就出席生日派對致歉。創新及科技

局副局長鍾偉和政治助理張曼莉發表聯合聲明，就
二人抗疫風險意識不足及事件為抗疫工作帶來額外負
擔向社會深切致歉。兩人會全力配合衛生防護中心的
調查工作，並承認自己的警覺性及敏感度確實不足，
將會汲取教訓，以後定必加倍警惕。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胡健民、教育局局長政治
助理施俊輝、政務司司長政治助理蕭嘉怡亦表示，香
港現時疫情嚴峻，就事件為抗疫工作帶來額外負擔向
社會致歉，並已汲取教訓，往後加倍警惕。

另外，律師會主席陳澤銘表示，自己曾短時間出席
有關活動，已聯絡衛生防護中心，日前已進行新冠病
毒檢測，結果呈陰性。他說，當日以私人身份到場，
是為與工作相關人員保持良好關係，他對為防疫工作
帶來額外負擔真誠道歉，會加倍警惕，並視防疫為重
中之重。

據悉，約100人在9時半後仍留在餐廳，屬於密切
接觸者須檢疫21日，截至8日早上有約80人已送入檢
疫中心。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報道：昨日下
午，深圳市在對1月7日報告的2例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進行核酸檢測排查中，發
現1例確診病例。目前深圳確診者增至3例。

病例3鄭某，女，27歲，深圳市龍崗區阪田
街道貝爾路神舟電腦大廈某公司員工，居住在
龍崗區吉華街道西環路2號長龍富辰公寓。1月
7日，鄭某作為病例2的密接者接受核酸檢測，
1月8日，核酸初篩呈陽性，後經深圳市疾控中
心覆核為陽性，現已轉送至深圳市第三人民醫
院應急院區隔離治療，診斷為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輕型），情況穩定。

深圳市衛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朱武介紹，經
初步排查，該名病例近日的主要活動軌為搭
乘地鐵往返住家及工作地點。地鐵主要涉及5
號線（長龍站、五和站）、4 號線（白石龍
站）、10號線（貝爾路站），其他場所涉及龍
崗區神舟電腦大廈3樓樂有便利店、龍華區白
石龍農貿市場、龍崗區阪田五和周記螺螄粉、
阪田街道韓牛匠炭火烤肉店、阪田街道 LIN-
LEE檸檬茶店等便利店、農貿市場、餐館。該
病例的居住、工作區域已實施管控，其活動過
的重點場所已進行終末消毒。

龍崗兩區域劃中風險地區
朱武介紹，根據國家和省關於應對新型冠狀

病毒肺炎疫情分區分級防控工作要求，經深圳
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同意，自
1月8日21時起，深圳市龍崗區布吉街道布吉
社區壹村東心嶺八巷55號樓棟、吉華街道水徑
社區西環路2號長龍富辰公寓兩個區域調整為
中風險地區。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本港疫情持續惡
化，昨日新增37宗個案，包括1宗本地源頭不明，另
有30多宗初步確診個案。列為源頭不明個案的58歲
超市女理貨員，曾到港九多間連鎖式超市工作，疑帶
Omicron變種病毒，社區傳播風險非常高。另外，因
應初步確診的個案中，有多宗懷似涉Omicron變種病
毒，政府昨晚圍封多幢大廈進行強檢，包括北角雲景
道50號富麗園B座、銅鑼灣木星街18號縉景臺第一
座、東涌逸東街8號逸東二信逸樓。

超市理貨員屬源頭不明
昨日新增37宗個案，當中30宗屬輸入，6宗屬輸入

相關，1宗屬本地源頭不明，累計12901宗。衛生防護
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58歲超市女理貨員居
於灣仔駱克道利順大樓，任職超市理貨員，日常到多
間超市掃描貨架上貨物，包括百佳、惠康、U購、萬
寧及屈臣氏等，潛伏期曾到訪過跑馬地、何文田、灣
仔、銅鑼灣及尖沙咀等多區，1月6日為最後上班日。

張竹君表示，這名理貨員沒有接
種新冠疫苗，1月6日開始頭痛和喉
嚨痛，曾在家自行做快速測試，結
果呈陽性，同日到律敦治醫院求
診，檢測結果也呈陽性，且Ct值較
低，只有 17.7，顯示病毒量較高。
她 的 檢 測 樣 本 驗 出 帶 N501Y 和
T478K變異病毒株，懷疑感染Omi-
cron 變異病毒株。當局正進行全基
因組測序分析，檢視是否與早前個
案相關。

惠康及萬寧發言人回應傳媒查詢
時表示，該名女理貨員的工作程
序，只需在每間店舖短暫停留10至
15分鐘，並需在工作期間全程佩戴

口罩。為慎重起見，前日已聘請專業承辦商，為相關
店舖進行全面清潔及徹底消毒，相關店舖員工亦已進
行新冠病毒測試。發言人表示，相關店舖的營業時間
或有改動，以配合消毒工作及所有員工取得測試結
果，或已安排另一組員工繼續為顧客服務。

染疫印傭僱主曾看張敬軒演唱會
至於6宗與輸入相關的患者，包括屯門翠寧花園2

座確診測量師的 4 歲女兒，她於 1 月 4 日入住檢疫中
心；1名32歲女士，她在香港菁英會秘書處工作，周
日曾與一名確診者在工展會門口聊天，她其後曾到銅
鑼灣希慎廣場 「牛氣」及紅磡港鐵站的麥當勞用膳；
1位早前確診者的同事，他曾出席福建中學校友會一
個約70人的聚會，70人須送往檢疫；1位是國泰空少
的親友，曾同往又一城 「望月樓」吃飯；家住跑馬地
和家住將軍澳的兩位印傭，都曾去過有確診者到訪的
教會，同一教會已有100人送往檢疫中心。

本港昨日有 30 多宗初步陽性個案，包括居於大埔

美新大廈確診印籍傭工的僱主及其家人。僱主平日
在牛池灣嘉峰臺的地產舖做文職，其 13 歲孩子就讀
大埔沐恩中學，1月5日最後一日上課，兩日後與母
親一同入住檢疫中心，兩人其後發燒送院，檢測結
果呈陽性，部分同學和補習教師須送往檢疫。該名
印傭僱主1月3日觀看張敬軒演唱會，其座位位於第
46段20行，當晚曾到張敬軒演唱會的市民全部須要
強檢。

飛機清潔工疑機艙感染
一名39歲飛機清潔女工也檢測出初步陽性，懷疑她

清潔機艙時在工作環境受感染。她 1 月 7 日開始發
燒，到北大嶼山醫院求醫，在急症室採集的唾液樣本
和於機場定期檢測的樣本均呈陽性結果，Ct 值都較
低。

早前確診的陸田園食客，其3歲孫子亦初步確診。
小童就讀香港靈糧堂幼稚園幼甲班，1月3日最後一日
上學，其同班同學列為密切接觸者，須要接受檢疫。

一名 71 歲女士曾去過北角國都廣場中信證券探朋
友，她探望的兩個職員早前已經確診。這名患者潛伏
期間去做過面部按摩，亦曾去過北角家居軒飲茶和寶
雲道街市購物。

教局澄清傳聞面授繼續
網上及通訊群組昨日流傳 「消息指教育局正考慮星

期三前全面停課」的圖片，引起社會關注。教育局發
言人昨日予以澄清，重申現時有關面授課堂的安排仍
將繼續，各學校會根據局方指引嚴守防疫抗疫措施。

教育局表示，會繼續留意疫情的發展及聽取衛生專
家的意見，適時檢視有關防疫措施及上課安排，一如
既往，若有新的安排會盡快公布。教育局呼籲各持份
者做好防疫措施，避免不必要聚會，並接種疫苗，加
強保護，同心抗疫。

超市理貨員疑染Omicron 500萬人
接種首針

深圳確診
增至3例

特區政府在銅鑼灣維園設立兩個大型流動採樣站，為居於或曾到訪高風險地點的市民提供免費檢測服務。 中通社

政府昨晚圍封多幢大廈強檢。圖為縉景臺情況。 記者 馮俊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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