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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朗世界盃巴黎站封王
港運動員第一人 特首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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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豫疫情膠着 粵增5宗確診
多地防控措施再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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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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四或以疫苗氣泡放寬限制
陳肇始稱「首要是重開晚市堂食」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本港新冠肺炎
疫情持續，昨日新增 11 宗確診個案，包括 8 宗輸
入、1宗與輸入相關、1宗可能與輸入相關及1宗仍
在調查中，至今累計確診個案達13041宗。當天，
亦錄得少於10宗初步陽性個案，其中一宗初步陽性
源頭不明，患者帶L452R變異病毒株，懷疑是Delta
變種病毒，而非正在流行的變種病毒Omicron，顯
示本港社區或隱藏另一傳播鏈。

海景絲麗酒店或有房間交叉感染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表

示，在新增11宗確診個案中，10宗懷疑感染Omi-
cron變異病毒株，1宗帶有L452R變異病毒株。其
中，前日初步陽性、居住青衣長宏的41歲女貨機
機艙清潔員證實確診，經全基因排序分析，結果與
早前尼日利亞、美國、英國、芬蘭等地的輸入個案
合，而與之前確診的客機清潔員不一樣，故懷疑
與輸入個案相關。

另一名43歲巴基斯坦籍家庭主婦於上月20日乘
坐EK609、EK384航班經迪拜來港，之後前往指定
的油麻地香港海景絲麗酒店檢疫。她於1月10日早
上離開酒店返回深水大坑東住所，回家之後沒
有離開，1月14日去進行檢測結果呈陽性，她帶有

N501Y及T478K病毒株，懷疑是Omicron。翻查紀
錄，酒店隔鄰房間檢疫人士亦是確診個案，患者是
一名 71 歲尼泊爾男子，從尼泊爾乘坐 RA409 航班
在1月4日到港，居住女患者酒店旁邊房間；惟患
者丈夫曾在社區逗留，亦不排除是在社區受感染，
當局正就此調查。

昨午，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教授到油麻地香港海
景絲麗酒店視察，結果發現酒店內2個樓層可能出
現相鄰房間交叉感染。他指，酒店的12樓及4樓，
先後各有2間相鄰房間的住客感染，在進行煙霧測
試後，發現空氣可由其中一間房間流向另一間；又
發現 4 樓涉事的 2 間房，曾在 30 秒內先後打開房
門，估計有病毒空氣因而流入，而酒店房間內未有
空氣清新機，亦導致換氣量不足。袁國勇續說，為
安全起見，涉事房間左右各3間房，以及對面的左
右各3間房的檢疫人士要延長檢疫14日。

一宗初陽源頭不明令人擔心
初步確診個案方面，其中一宗暫未找到源頭，涉

及一名23歲女子，居於香港仔東勝道4號，是銅鑼
灣一間寵物店的售貨員，其Ct值是21，並帶L452R
變異病毒株。張竹君指，相信患者是感染變種病毒
Delta，而非正在流行的變種病毒Omicron。惟她擔

心疫情發展，因為估計社區還存在另一傳播鏈。
張竹君稱，患者除了上班下班不是去很多地方，

平日早餐外賣在寵物店吃，早上11時左右開工，下
午4時多買外賣在店內吃。她亦曾於1月3日去過西
環金玥餐廳及阿一豬扒酸辣米線、1月5日與朋友
於油麻地海底撈吃晚飯、1月10日與朋友去過灣仔
睿景酒店Staycation，但沒使用酒店設施，只是叫外
賣回房間吃。

因應初步陽性檢測個案可能涉及變異病毒株，政
府前晚圍封青衣長宏宏善樓及深水大坑東東
滿樓進行強制檢測，共2455人接受檢測，沒有發現
陽性個案。政府昨晚亦圍封香港仔東勝道2至4號
(不包括位於東勝道2至8號地下店舖)進行強檢，目
標是在今早6時完成此行動。

另外，香港快運航空營運於1月14日由泰國曼谷
飛抵香港的航班（UO705）有 1 名乘客檢測呈陽
性，以及有1名乘客未能符合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
第599H章指明條件，政府遂禁止香港快運航空營
運的客機在1月16日至29日期間從曼谷陸香港。

政府昨晚公布，因應不丹確認發現 Omicron 個
案，本港將該地區指明為A組指明地區，1月19日
凌晨零時生效，以收緊相關抵港人士登機及檢疫要
求，於21天內曾逗留當地的非香港居民不准入境。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
道：本港因應第五波疫情，現行防
疫抗疫措施將延續至農曆年初三。
昨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透
露，農曆年初四或以 「疫苗氣泡」
為基礎，放寬食肆和表列處所營業
限制，首要是重開晚市堂食。
據悉，政府資訊科技辦公室正
研發手機應用程式，希望
農曆年初四可推出檢查
「針卡」 手機應用程
式供業界使用，方便
營業者檢查顧客是否
有接種疫苗。若能盡
快控制疫情和 「清
零」 ，與內地免檢疫
通關條件亦會恢復。

另有一條傳播鏈隱藏社區？

◀陳肇始表示，本港疫情尚
未完全受控，但未現幾何式爆
發，一方面是抗疫措施有效，
同時亦因市民普遍配合。

中通社

陳肇始陳肇始

個案追蹤工作已經初步見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宣布，原定由1月7日至20

日適用的一系列社交距離措施，延長兩周至農曆年初
三（2月3日），同時年宵花市等新春活動也被迫取
消。昨早，陳肇始在一個電視節目中稱，特區政府有
關做法是為謹慎起見，由於Omicron變種病毒傳播力
強，故不希望社交距離措施如以往幾波 「收收放
放」，延長抗疫時間令市民失望。

至於年初四是否能放寬食肆及表列場所的營業限
制，陳肇始指，政府會以 「疫苗氣泡」為基礎，計劃
初步放寬晚市堂食，相關政策局會聯絡業界，平衡市
民風險以及業界情況。她認為，逐步放寬是比較謹慎
的做法。

陳肇始又強調，過去幾天來，本港防疫措施尤其是
個案追蹤工作已經初步見效，惟社區仍然潛藏傳播
鏈，疫情未完全受控，若未來一段時間的多個指標，
例如病毒即時繁殖率、確診個案數目、源頭不明個
案、個案追蹤、污水監測情況，以及會否出現大廈
「垂直傳播」，顯示疫情相對受控，有信心不會反

彈，才有條件放寬措施。

「先苦後甜」才有好日子過
被問到接種率是否要達九成，當局才會考慮全面放

寬防疫，包括與內地恢復通關，陳肇始認為這是兩回
事。她指，疫苗接種率當然越高越好，又指通關準備
工作已就緒， 「只要疫情受控就具備通關條件」。

陳肇始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疫苗、按規定接受強制檢
測等，現時需要忍耐和包容，減少人群聚集，包括跨
家庭聚會。她強調，本港要 「先苦後甜」，否則 「先
甜後苦」有機會令疫情拖長，令大家覺得更慘，強調
要全力遏止Omicron變種病毒在社區傳播，市民才有
好日子過。

因應政府預告下月底前擴大 「疫苗氣泡」，巿民
接種疫苗需求亦持續急升，多個接種地點均出現人
龍。根據疫苗預約系統最新情況，9間提供復星疫苗
（復必泰）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7間未來兩三周預
約名額幾近爆滿，橫跨農曆新年前後。至於科興疫
苗預約情況則較為充裕，3間分布港九新界的社區疫
苗接種中心未來4周仍有大量預約名額，僅未來數天

出現額滿情況。

專家：新輪社交距離措施有效
另一方面，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烈文昨表

示，當局目前能追查大部分確診個案患者的居所及傳播
鏈，且圍封大廈進行強制檢測的方法有效，所以 「暫時
毋須全民檢測」。他指，是否進行全民檢測，需要視乎
疫情的蔓延情況，包括會否有更多個案出現在一個社
區，或是在社區當中會否找出源頭不明的個案， 「若有

這些個案時，擴大檢測範圍是一個解決方法」。
農曆新年將至，不少市民會拜年及聚餐，潘烈文

指，從公共衛生角度及目前疫情發展，建議市民盡量
避免出席不必要的聚會，並須減少前往人流密集的地
方，希望可以盡快控制疫情。

此外，帶領研究團隊預測Omicron病毒在本港擴散
情況的理工大學講座教授史文中表示，因應屯門區近
期出現多宗Omicron確診病例，社區隱形傳播鏈對疫
情防控是很大的挑戰，他認為在目前還沒有其他手段

的情況下，通過大規模社區檢測去發現病毒的大概位
置，是一個可行的辦法。他認為，新一輪的收緊社交
距離措施是有效的。

史文中表示，Omicron 患者一般發病 4 至 5 天才確
診，而這幾天已經足以傳染給其他人，因此團隊研發
了擴展加權核密度(E-WKDE)模型，利用上述數據可
更早地預測出病毒在未來7天的擴散情況，藉此可以
給政府和市民爭取更多時間防控。他亦呼籲市民繼續
減少不必要的出行，以及盡快接種疫苗。

第五波疫情令香港社會經濟
受到一定程度影響，許多市民
期盼下月23日發表的財政預算

案會有針對性紓困措施。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發表
網誌，表明政府有必要繼續恪守審慎理財原則，同
時要善用公共資源，支援中小企和市民。這番取態
無疑是穩妥和負責任的。只要本地經濟穩步復蘇的
勢頭不變，政府自然有條件和實力 「應使則使」 ，
尤其是幫助深受疫情打擊的業界和市民。

香港是一個高度開放的小型經濟體，無可避免要
面對各種風險挑戰，特別是在當下多國疫情仍然十
分嚴峻的情況下，全球供應鏈緊張，大宗商品價格
高踞不下，而美歐央行調整貨幣政策如箭在弦，亦
將干擾資金流向，這些因素都對香港經濟的未來帶

來潛在威脅。陳茂波明言要保持一定財政實力，應
對已知和未知的情況，實屬理所當然。

值得留意的是，縱使過往兩年疫情在一定程度上
影響本地經濟表現，但沒有造成海嘯式衝擊，這是
政府抗疫政策取得成效、市民高度配合的成果。正
因抗疫表現良好為放寬防疫措施創造積極條件，再
加上四輪 「防疫抗疫基金」 和電子消費券為復蘇提
供動力，香港去年經濟增長有望達到6.4%，結束之
前兩年的衰退，而失業率亦回落至4.1%。

有人擔心假如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繼續提供紓困措
施，庫房可能無以為繼。審慎理財是正確的，畢竟
香港要預留 「彈藥」 應對外圍未知變化。然而，香
港其實有能力做到兩全其美——誠如陳茂波所說，
經濟穩步復蘇、樓市前景向好、賣地收入和補地價

金額遠超預期，以及物業和股票印花稅收入較預期
理想等因素，都有助大幅緩和今年原本預計高達
1800億元的財赤壓力。

現時香港首要任務是控制疫情，政府這方面目前
為止表現不俗。新變種病毒雖然來勢洶洶，但並未
造成大爆發，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便認為，這一波
疫情有望在農曆新年前後停下來；另一任務是在不
破壞財政紀律的前提下，因應疫情作出動態評估，
應使則使，幫助有需要的行業和市民。較早前，政
府已推出規模逾 35 億元的第五輪 「防疫抗疫基
金」 ，協助食肆、美容院等受到新一輪收緊社交距
離措施影響的處所，以及旅遊業等長期處於 「冰
封」 狀態的行業。這些措施將一如過往幾輪 「防疫
抗疫基金」 一樣，發揮保元氣、穩就業的作用。

另一項社會熱議的刺激經濟措施是電子消費券，
有人認為疫情下市民減少外出消費，導致消費券作
用有限。但其實只要疫情受控，晚市禁堂食等措施
自然有望放寬，屆時大家就會外出消費，帶旺消費
零售市道。事實上，工聯會和民建聯分別呼籲政府
派發1萬和5000元消費券，雖然金額不同，但他們
都同意消費券是最快和有效幫助市民的方法，也有
助刺激經濟。

政府和市民均盼望香港盡快走出疫境，社會恢復
正常運作，而這離不開積極的政策驅動。在有足夠
財政實力支持的前提下，政府必須果斷出招穩經
濟、保民生，而 「防疫抗疫基金」 和消費券正正可
為保存元氣、推動疫後復蘇發揮效用。

既要審慎理財 也要紓解民困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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