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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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波疫情嚴峻 多宗確診初陽源頭不明

生日宴再多1人染疫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本港爆發第五
波疫情之際，多名患者曾逗留於多個地方，故特區
政府昨日繼續將多個地方納入強制檢測公告。因應
大批市民須進行強制檢測，政府昨亦延長8間社區
檢測中心的運作時間，方便市民到場檢測。

特區政府昨宣布，因應檢測需求，8間社區檢測
中心昨日延長運作時間至晚上10時，市民可即場
登記進行檢測。延長運作時間的中心包括油塘社區
會堂、觀塘牛頭角道體育館、九龍城土瓜灣體育
館、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大埔太和體育館、粉
嶺和興社區會堂、屯門兆麟社區會堂，及元朗市東
社區會堂。政府再次提醒須接受強制檢測的人士，
以及持 「安心出行」潛在感染通知，或收到衛生防
護中心電話短訊通知的人士，盡快進行檢測，費用
全免。

其中，在鴨洲利東社區檢測中心，排隊人龍
有約數百人，門口張貼告示提醒市民要先向工作人
員取籌。有即場排隊的市民表示，中午來到已經派
完籌，需要下午再來排隊，已排將近2小時，又稱
沒預料到場檢測人數遠比數日前多。當天，牛頭角
社區檢測中心預約籌早早告盡，黃大仙檢測中心前
則捲起 「蛇餅」。

昨日港鐵表示，所有員工須於下月 23 日或之前
接種首劑新冠疫苗才可進入公司範圍，並須於4月

30日或之前完成接種第二劑，除非具有效醫生證明
書，證明健康狀況不允許接種疫苗，亦不接受定期
檢測替代接種疫苗。

港鐵要求全員接種疫苗
港鐵回應查詢時表示，因應本港最新疫情，並參

考醫療專家意見後，決定進一步推動員工盡早接種
疫苗，以加強保護屏障，確保乘客及員工健康，故
擴大早前規定需要打針的 「特定群組」的範圍至所
有員工。港鐵又指，若員工已符合政府指引接種第
三劑的資格，強烈鼓勵盡快接種，以建立更好的保
護屏障。

另外，提供復星新冠疫苗的港大駐港怡醫院社區
疫苗接種中心，由昨日起加倍打針名額，由每日
300個增至每日600個。根據疫苗預約接種網站，
港怡醫院1月23日開始仍然有位。

此外，為了減低病毒在社區的隱形傳播風險，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昨繼續加強巡查所管理的場
地，確保使用者遵守防疫規定。由前日至昨日下
午 4 時，康文署人員兩日在巡察轄下場地期間共
發出超過 3500 次口頭勸喻。發言人呼籲場地使用
者自律，遵守相關的防疫規定，以減低病毒在社
區傳播的風險。康文署如發現違規情況，會採取
執法行動。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33
宗確診個案中，大部分都感染Omicron變異病毒株。
6宗本地個案都在檢疫中心發現感染，當中有5宗與輸
入個案相關，1宗暫未肯定源頭。未肯定源頭患者任
職機艙清潔員，當局核對其工作的地方，包括處理過
本月4日抵港的CX845航班，這班機出現過10多宗確
診個案；患者亦指，工作出入時有遇過機組人員，但
雙方沒有接觸和打招呼，當局要再調查，有機會與輸
入個案相關。

大埔美新大廈現垂直傳播
初步確診個案方面，一名居於大埔美新大廈的66歲

女士，是早前確診印傭居住的樓上同坐向女住戶，她
們互不相識，患者曾於封區檢測時的樣本呈陰性。患
者較多去大快活吃早餐，1月6日曾去美豐花園長者中
心畫畫，部分畫班的同學要檢疫，1月7日曾去超市購
物、1月8日亦曾到錢大媽買肉。

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昨
與政府代表到大埔美新大廈視察。環保署指，大廈
渠管完好無缺，並曾於 2018 年完成維修，而單位廁
所狀態較好，惟 10D 單位曾有改動，在其中一間房
間增設套廁，並有新設的渠管，其情況與其他單位
不同。

袁國勇表示，大廈出現垂直傳播，5D單位的3名病
人將病毒傳予10樓的女士，料涉及煙囪效應，即暖空
氣經由喉管向上升，相信這次則經過污水渠向上升，
到達10D單位的改裝廁所，而且她沒有使用套廁內的
沐浴室，導致單位的U型渠乾枯，帶病毒的空氣進入
屋內，並感染屋內女子。他建議6樓至24樓的D室單
位住戶須撤離。而大廈的4樓為老人院，但渠管與樓
上分隔，相信5樓以下的風險較低，而大廈昨晚亦再
次進行圍封強檢行動。

11官員須用自身假期居家隔離
另一宗源頭不明初步確診個案患者是一名 20 歲女

子，於銅鑼灣崇光百貨做兼職售貨員，最後上班日期
為去年12月28日。她與家人居於愛琴海岸8座，除崇
光百貨外，她亦到安定商場東亞大藥房返工，曾於1
月2日到大埔超級城購物，同日曾到大埔壽司郎；曾
到安定商場長城參茸行看中醫及取藥。

另一名患者為88歲女士，她居於筲箕灣明華大廈，
其家人是曾為確診者按腳的足浴店職員，但這名足浴
店職員現時仍是陰性。這名婆婆1月3日至5日的早上
9時至下午3時，曾到筲箕灣方樹泉社會服務大樓活
動。

至於洪為民私人生日派對方面，再多一人初步確
診。患者是居於大角咀君匯港豪匯2座的43歲女士。
她在荃灣有線電視大廈工作，出席派對前曾與幾位朋
友去干諾道西用膳，包括早前出席生日派對確診的37
歲女士。

張竹君指，初步確診女士不在名單上，料為出席人
士的朋友。她在派對後一直未有被送往檢疫，期間繼
續上班，並到過荃灣柴灣角熟食市場和跑馬地馬會食
飯，到前日做檢測，結果呈初步陽性。目前從主辦方
獲得的出席生日派對名單有192人，當中92人在當晚9
時半後仍在場。今次個案反映部分派對出席者並不在
名單之上，呼籲曾出席該生日派對的人士盡快聯絡局
方，如果患者隱瞞行蹤，會有法律風險，當局會跟
進。

政府發言人昨表示，鑑於昨日公布的初步陽性檢測
個案中發現再多一人曾在1月3日晚出席日前公布多
位政府官員曾參與的宴會，為把可能出現的傳播風險
減至最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已命令前日（1月8日）
已被解除檢疫令的11名相關政府官員將須用其自身假

期在家自我隔離，直至完成多次強制檢測（1 月 10
日、15日和22日須接受檢測），結果確定為陰性後方
可恢復職務。至於另3位官員（即民政事務局局長、
入境事務處處長及發展局局長政治助理），則繼續在
竹篙灣檢疫中心接受檢疫。

有初陽者曾入跑馬地馬場
香港賽馬會昨午接獲一會員通知，一名曾於1月5

日賽事期間進入跑馬地馬場人士初步確診。隨即，馬
會採取即時行動追蹤有關會員到訪紀錄，並追蹤附近
會員、顧客及員工，並確認兩名會員於1月5日曾與
該會員身處同一廂房，而該兩會員均於昨天有馬匹出
賽並已在沙田馬場訂座。馬會已即時聯絡該兩會員，
要求其中一人不要於賽事期間進入馬場，並要求另一
人即時離開馬場。

同時，馬會已採取行動，安排曾在受影響場所工作
的員工返回家中，並將按馬會政策不會安排他們上班
直至另行通知。此外，已安排受影響員工今天起盡快
接受病毒檢測。

鑑於外圍疫情持續惡化，馬會將尋求政府當局批准
進一步限制1月12日、16日及19日賽事以閉門方式舉
行，不准任何顧客進場，包括出賽馬匹馬主、會員及
公眾人士。賽事期間，只會准許持牌人士、賽事職員
及必須現場工作的人員進入馬場。

專家：本港尚未走出危險期
此外，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表

示，由疫情爆發起計14至21日是危險期，本港尚未
走出危險期，社區肯定還有一些傳播鏈，需要觀察多
10日。他指，若陸續出現源頭不明個案，政府應考慮
增加社交距離措施，如學校提早放年假、擴大在家工
作規模等。

而因應多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涉及變異病毒株，政
府昨晚對多處發出強檢令，包括屯門青山公路掃管笏
段管青路2號愛琴海岸8座、大角咀深旺道8號君匯港

2座，上述地點列為受限區域，有關人士需要留在處
所並接受強制檢測。

政府公布，因應所羅門群島發現帶Omicron變異病毒
株的新冠病毒個案，1月12日凌晨零時起指明所羅門
群島為A組指明地區，21天內曾逗留當地的非香港居

民不准入境。至於從當地回港的香港居民，須完成接
種新冠疫苗並持認可疫苗接種紀錄，方可登機。他們
抵港後須到指定檢疫酒店強制檢疫21天，其間接受6
次檢測，並於抵港第26天到社區檢測中心接受強制檢
測。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本港昨日新
增33宗確診，其中27宗輸入、5宗與輸入個案有
關連，另有1宗未肯定感染源頭，至今本港累計
確診個案共12935宗；另有約20多宗初步確診。

此外，大埔美新大廈再有一宗初步確診個案，患者與早前確診印傭居於同一坐向，當局
懷疑大廈有垂直傳播，6至24樓D單位住戶須撤離，大廈昨晚亦須再圍封強檢；日前確
診源頭不明的58歲超市理貨員，其病毒基因排序與國泰空姐所帶病毒一樣，惟當局未
找到兩人連繫，估計社區存在隱形傳播，情況令人擔心。（尚有相關報道刊A3版）

多處社區檢測大排長龍

本港新增確診數字持續增
加，昨日再多6宗本地感染，
包括1宗源頭未明個案，反映

「內防擴散」 仍是當務之急，尤其距離農曆新年只
剩約莫三周時間了。同時亦不能忽視 「外防輸入」
風險猶在加大，機組人員仍存輸入漏洞，加上疫症
大流行令病毒變種威脅增加，繼法國後，塞浦路斯
又發現新的變種，該病毒株更是結合了 Delta 和
Omicron，即不排除兼具高毒性與高傳播力。有見
及此，社會各界誠宜集中精力，共同做好抗疫工
作，一起往前看，果斷阻截病毒傳播鏈，齊心早
「清零」 。
農曆新年是個抗疫考驗。大時大節的聚會聚餐，

必然大大有利於病毒傳播，似美歐等地確診數字便

於聖誕新年後大幅攀升，這是我們必須要小心防範
的，不能有半點鬆懈。特別是拜年時老少咸聚，長
者染病後的重症死亡機率本來就高，低接種率亦意
味多未受到疫苗保護，尤其不能疏忽大意。政府重
推禁晚市令和收緊限聚令等，固然有助降低市民外
出聚會聚餐的風險，但拜年多在家裏，當局難以管
控，故歸根究底只能依靠市民自律。所以，市民同
心協力極之重要！愈早切斷現時的傳播鏈愈好，長
痛不如短痛、寧緊莫鬆做好 「內防擴散」 工作；若
能爭取過年前實現 「清零」 ，不單有助防範疫情擴
散，亦可確保大家可以安心過年，儘管屆時依然要
做足戴口罩、減聚會等防疫工夫。現在考驗倒數迫
近，廿餘日後就是大年初一，此前幾天亦是團年飯
的高峰。全港市民誠應好好合作，嚴格遵守防疫規

定，忍一時、免後憂，切忌樂極生悲！
變種病毒一而再地出現，也證明了 「清零」 的必

要性。由Alpha、Beta，到早輪肆虐全球的Delta，乃
至逐步取而代之的Omicron，最新還出現二合為一
的Deltacron，均告訴大家 「與病毒共存」 既令疫情
沒完沒了，更為病毒不斷變種甚而進化提供條件。
每次病毒變異，均可能提高其逃逸疫苗的能力，繼
而為已打針者帶來新威脅，更莫說是未打針的人士
了。所以，做好 「外防輸入」 的把關工作十分重
要，不能再讓病毒有漏洞可鑽竄入社區。其中，機
組人員無疑是眾所周知的重大漏洞，只是香港作為
國際都會，完全斷絕人員往來很困難，且須確保各
項物資供應穩妥。經平衡考慮後，政府已收緊相關
免檢疫安排。但這只能降低風險，而沒能把風險降

至近零，包括目前隔離要求仍遠少於病毒的潛伏
期。為了進一步堵塞漏洞，當局宜跟業界商討，如
何在保障物資供應同時，將機組人員等的隔離規定
力臻完美。有的地方人手不足而居然讓患病者繼續
上班，甚至包括醫院、安老院舍等人員在內，其風
險之大不言而喻；而香港疫情相對受控、人手壓力
也較低，應有條件做得更好。

由檢測、打針時大排長龍，到市面人流明顯減
少，都反映市民已重新正視困難，捋起衣袖願意一
起做好抗疫。連同繼續推動疫苗接種、繼續完善
「安心出行」 機制等等，只要我們切實貫徹落實
「外防輸入」 和 「內防擴散」 ，香港定可重新 「清

零」 ，讓社會運作復常，恢復跟內地等正常通關。

斷鏈堵漏洞 齊心早清零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哲

大埔美新大
廈疑現疫情垂
直傳播。小圖
為專家進入大
廈單位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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