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政府收緊防疫措
施，市民擔心通關無期。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
示，香港目前首要目標應是致力提升疫苗接種率，特
別是長者、長期病患者及其他免疫力較弱人士，這樣
才能為香港築起免疫屏障，為未來恢復正常生活甚至
通關製造有利條件。

新民黨議員黎棟國昨於立法會大會提出議案，要求
嚴防新冠病毒輸入及擴散，以及盡早落實通關。陳肇
始表示，因應全球及本地疫情最新發展，政府已收
緊駐港機組人員檢疫安排。所有曾在海外地區或台
灣逗留的駐港貨機機組人員，在返港後入住指定檢
疫酒店的日數，由3天延長直至取得第7天核酸檢測
陰性結果。他們在離開指定檢疫酒店後仍要在其醫
學監察期間接受多次定期核酸檢測，以持續監察其
健康狀況。

談到通關，陳肇始強調目前首要目標應是致力提升
疫苗接種率。她稱，自去年9月，特區政府在中央支
持下就通關事宜做了大量籌備工作。通關安排必定是
逐步、有序，會有配額制。當通關暢順後配額可逐步

增加，最終達至全面通關。在處理配額方面，政府會
作綜合性通盤考慮，並會適時公布具體安排。

對於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安排，陳肇始回應，由於
該處受檢人士近日大增，部分人因未做檢測而要延遲
離營，政府對為市民帶來不便致歉。她表示已增加檢
疫中心人手，由原本約600人增至約1000人，民安隊
亦已安排較資深人員輸入資料，每晚覆核，確保入住
和離開人士資料準確。

「安心出行」將引入實名制
創科局局長薛永恒書面回應指， 「安心出行」應用

程式將引入實名制和追蹤功能。同時，為配合 「疫苗
氣泡」擴展，正進一步優化 「安心出行」，讓用戶在
掃描場地二維碼時，程式會自動顯示儲存在手機、已
核實真偽的疫苗接種紀錄二維碼，方便市民向處所管
理人展示，局方亦會就推行 「疫苗氣泡」研究其他可
行技術方案。

運房局局長陳帆書面回應說，國泰航空方面已就早
前有機組人員 「客機去、貨機返」及在家檢疫違反規

定，向行政長官提交書面解釋，而2名涉事的前國泰
航空機組人員亦被落案起訴；政府將繼續深入調查及
嚴肅跟進事件，若調查發現有充分證據，政府會果斷
採取進一步的法律行動。當局亦會與航空業界共同做
好防疫抗疫工作，盡量減低航空貨運服務因檢疫安排
收緊而縮減，對社會及經濟所帶來的影響。

5至11歲學童打針安排即將公布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亦以書面答覆議員有關質詢。

他指，現時小學、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暫停面
授課至農曆新年後，政府正計劃到校為5至11歲學童
提供疫苗接種服務，會盡快公布詳情。

楊潤雄表示，教育局於本月初向全港2000多間學校
（包括幼稚園及中小學）收集有關教職員及學生接種
疫苗概況的資料。截至本月5日，至少接種第一劑疫
苗的教職員約為95%，而至少接種第一劑疫苗的12歲
或以上學生約為68%。截至本月6日，全港有183所中
學申請全校全日面授上課，另有213所中學申請在部
分級別全日面授上課，兩者合共396所。

源頭未明個案越來越多

本港疫情變得「非常嚴峻」

昨錄7宗本地個案2宗源頭不明
張竹君介紹，在16宗新增確診個案中，12宗懷疑感

染 Omicron 變異病毒株，1 宗帶有 L452R 變異病毒
株。本地個案方面，有2宗源頭不明個案，包括一名
居於美孚新3期、在魚涌英皇道學之園任教的26
歲幼稚園教師，正調查其與學生的接觸情況；該教師
的28歲男友人亦初步確診。另1宗個案患者是79歲男
子，居於葵涌逸葵樓，前日在仁濟醫院照腸鏡前檢
測時發現確診，他曾到荃灣換身份證。

與早前個案相關的患者包括：到銅鑼灣 Little Boss
寵物店購物的67歲確診女顧客的73歲丈夫確診，居
於香港仔嘉隆苑嘉昇閣；一對住大坑東東滿樓的42
歲母親及3歲女兒確診，她們住在早前確診巴基斯坦
籍女子的樓上，東滿樓8個單位的23名住客須撤離；
另有一名在美孚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就讀的16歲男生
確診，他居於東涌映灣園1期賞濤軒1座，是確診巴
基斯坦籍女子子女的同班同學；而與確診巴基斯坦籍
女子一起在油麻地海景絲麗酒店檢疫的小童亦確診。

多名中小學師生初步確診
初步確診方面，亦有源頭不明個案，包括一名居於

觀塘凱的17歲中六級男學生，就讀觀塘區新清水灣
道的聖若瑟英文中學，1 月 15 日發燒，17 日去看醫
生，交樣本檢測後初陽。張竹君指，該患者沒有到過
高風險地方，惟其病毒基因有L452R病毒株，可能涉
Delta變種，或與銅鑼灣寵物店Little Boss的倉鼠群組
相關，中心正在繼續調查源頭。

另1宗為國泰外判員工，居於葵涌逸葵樓，在國
泰航空貨運站5樓工作，主要負責剷貨，不需直接接
觸貨物；而逸葵樓已有1人確診，但與初確患者住不
同座向和樓層，正調查此2人是否有接觸。

地利亞修女學校一名58歲女教師亦初步確診，她早
前曾在學校監考，當中一名學生確診，同一時段考試
的人須檢疫。她居於馬鞍山錦豐苑錦蓉閣，到過新港
城、新港城街市以及頌安商場街市買菜。

而東涌映灣園亦有4宗初步確診，包括16歲男生的
14歲家人，就讀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應由

家人傳播。同樣住映灣園第 7 座的 3 兄弟亦初步染
疫，分別 11、14 及 16 歲，2 人就讀佛教筏可紀念中
學，1人讀大嶼山國際學校，其中1人曾到過確診16
歲男生家中食飯，相信因此而受感染。

深水美孚居民應盡快自願檢測
張竹君表示目前本港出現越來越多源頭未明個案，

形容有數個 「火頭」，疫情開始變得非常嚴峻，社區
有好明顯的隱性傳播，令人感到十分憂慮。她指，個
案中有部分可能是與寵物店Little Boss相關的Delta變
異病毒株個案；另一部分可能與曾居住檢疫酒店，之
後到社區的巴基斯坦女子有關，令深水附近甚或美
孚一帶出現Omicron變異病毒株個案。她呼籲，上述
兩區附近居住或上班的市民盡快自願檢測。

此外，前晚被圍封強檢的香港仔田灣嘉隆苑嘉昇
閣、荔枝角美孚新第 3 期百老匯街 72 至 74 號、東
涌映灣園賞濤軒第 1 座，合共大約 2100 名居民接受
檢測，沒有發現陽性個案。政府昨晚又圍封觀塘凱
第3座、深水富昌富悅樓、葵涌逸葵樓為指
明 「受限區域」，有關人士須留在處所並接受強
檢。

昨晚，特區政府發言人指，近日在深水埗一帶（即
南昌街以南、界限街以北、大坑東道以西，以及石硤
尾範圍）採集到檢測呈陽性的污水樣本，顯示污水
內含一定病毒量。當局擔心社區正出現隱形傳播情
況，有可能令疫情變得更為嚴峻。故再次呼籲該區市
民盡快進行檢測，協助截斷隱形傳播鏈，達至 「早發
現、早隔離、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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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銅鑼灣寵物店
Little Boss先後有多人確診感染Delta病毒，店內有多
個倉鼠樣本對病毒檢測呈陽性。對於當局人道毀滅倉
鼠的決定，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
袁國勇昨表示，從防疫及公共衛生角度，是要想清楚
什麼決定對市民最好，因此要有取捨。他強調， 「為
避免疫情擴大，將倉鼠全數人道毀滅是唯一選擇。」

袁國勇表示，涉及的倉鼠原本可避免人道毀滅，但
本港疫苗接種率低，根據過往經驗，只要有1宗感染
個案走出社區引發超級傳播，有機會導致過百名長者
染疫死亡。他指，目前資料顯示，該批進口倉鼠可能
在荷蘭感染，亦有機會在抵港時被感染，涉事寵物店
店面及倉庫環境樣本均已驗出對新冠病毒呈陽性，認
為倉鼠之間已出現隱性傳播鏈，病毒量多到足以傳染
人類。他續說，漁護署表示沒能力及資源將倉鼠有效

隔離、甚至為牠們每日檢測，因此要作出不受歡迎的
決定，希望市民諒解。

由倉鼠傳人個案或為全球首宗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亦

指，由倉鼠將病毒傳染人的機會高。他估計，去年12
月22日批次的倉鼠在荷蘭運抵香港前已帶有病毒，到
港後污染倉庫及寵物店，確診店員有機會接觸帶病毒
倉鼠的飛沫及糞便後受到感染，有機會是全球首宗由
倉鼠傳人的個案。

「倉鼠一般被用作實驗用途，容易感染新冠病毒，
人道毀滅是慣常做法，若雞場爆發禽流感疫情，場內
活雞也要人道毀滅。」他表示，在公共衛生考慮下，
不能每天為倉鼠進行檢測，加上Delta變種病毒會導
致嚴重併發症，人道毀滅所有倉鼠是適合的決定，並

建議日後本港進口細小動物前應要求先進行檢測。

有市民將倉鼠交漁護署
昨早，在漁護署位於沙田的新界南動物管理中

心，有數名市民前來交出倉鼠，有人帶同透明寵物
箱，亦有人手持穿洞紙袋，逗留 10 多分鐘後他們才
離開。

有市民表示，分別於上月底與本月初在涉事寵物店
的旺角分店購入倉鼠，為家中2名子女健康着想決定
送出倉鼠，亦理解當局將倉鼠人道毀滅是為市民安全
想，自己亦不希望將帶病毒動物交給寵物義工。亦
有市民指，擔心倉鼠會將病毒傳染家中其他寵物，同
時憂慮若不交出倉鼠會有法律問題。至於處理倉鼠的
流程，有市民指頗暢順，職員有解釋棄養同意書內
容，還建議寵物主人接受病毒檢測。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
對於石硤尾大坑東東滿樓懷疑有新
冠病毒垂直傳播，政府表示因應深水
區內數個區域，包括大坑東、美
孚新、南昌街、興華街等，懷疑出
現隱形傳播鏈，社區傳播風險較高，
深水區即日起設立 8 個檢測點，方
便區內居民及工作人士接受檢測。

其中，在大坑東社區中心，有到場
接受檢測的東滿樓居民表示，收到政
府指示前來檢測，得知一名確診男子
曾在南昌街活動頗感憂慮，希望疫情
盡快結束。亦有住客表示擔心，自己
會小心及注重消毒清潔保障自己，又
提到做檢測是每個人的責任，亦應該
去做，大家都不想有確診個案。

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春節休三天

另外，政府新增 2 間社區疫苗接種
中心，市民即日起可預約在中山紀念
公園體育館和界限街體育館免費接種
復星疫苗，2中心將在下周三起提供服
務。為便利更多市民接種疫苗，當局
已在接種點增加接種間或人手，以及
增加社區疫苗接種中心至14間。現時
接種能力已較月初增加 77%，達每月
177萬劑，即每日接近6萬劑。政府呼
籲在傳播力強的變異病毒株影響下，
尚未接種的市民特別是長者應盡快接
種。

本月31日至下月2日農曆新年期間，所有社
區疫苗接種中心休息。兩間設於私家醫院的接
種中心於農曆年初三，即下月 3 日繼續休息，
其餘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當日照常提供服務。

此外，因應最新疫情，為避免人群聚集可能
造成公共衛生風險，香港賽馬會決定由1月20
日起，安排六合彩每星期攪珠 1 次，直至另行
通知。

袁國勇：將倉鼠人道毀滅是唯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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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
祺報道：本港昨日新增16
宗確診個案，其中9宗是
輸入個案，7宗本地個案

中有2宗源頭不明；另有10多宗初步陽性個案。衛生署衛生防護
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於例行記者會表示 「十分憂慮」 ：目
前，本港出現越來越多源頭未明個案，有數個 「火頭」 ，疫情開
始變得非常嚴峻，社區有非常明顯的隱性傳播。政府昨晚公布將
刊憲延續現行社交距離措施14天，由1月21日起生效，直至2月3
日(農曆年初三)為止，包括禁晚市堂食，關閉健身中心、美容院、公
眾娛樂場所及體育處所等。政府發言人指，本港正面對Delta及Omi-
cron變異病毒株同時在社區傳播的切身威脅，鄭重呼籲市民減少社交接
觸，避免在節日期間進行跨家庭聚會以防疫情擴散。

張竹君醫生形容本港社區傳播 「有幾個火頭」 ，無源頭個案越來越多，疫情十分嚴峻。圖為特區政府在
深水楓樹街設採樣站，方便附近居民盡快自願檢測。 記者 蔡啟文攝

本港疫情愈演愈烈，先後出
現 Omicron 及 Delta 病毒傳播
鏈，處於兩種病毒夾擊的險

境。昨新增16宗個案，其中7宗為本地感染，5宗
與其他個案相關個案，2宗無源頭，暫時有10多宗
初步陽性，多為源頭未明。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
主任張竹君表示，愈來愈多無源頭個案出現，疫情
變得非常嚴峻，社區存在非常明顯的隱形傳播，並
有數個 「火頭」 。當務之急，港府應強化追蹤檢
測，盡快切斷傳播鏈，並做好預防措施，截斷可能
的源頭，及早撲滅第五波疫情。同時，必須加大谷
針力度，提高疫苗接種率，構建有效保護屏障，避
免疫情反覆，為社會經濟民生全面復常創造條件。

今次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已存在兩條明顯傳播

鏈。一條為銅鑼灣售賣倉鼠的寵物店，涉及Delta變
種病毒；另一條為日前 「1 傳 9」 的巴基斯坦籍婦
人，帶有Omicron新變種 「BA.2亞型」 ，其住所及
附近區域均陸續發現確診個案。

加快病毒檢測，全力追蹤所有感染者和密切接觸
者，嚴格執行各項社交距離措施，是堵截病毒的當
然手段。需要指出的是，相較於Omicron傳播鏈有
可循，涉及的Delta病毒的源頭卻一時令人摸不
頭腦。如今疫源初現端倪，政府在多個倉鼠樣本驗
出帶病毒，以及曾存放倉鼠的倉庫環境樣本呈陽
性。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分析，很高機會是倉鼠傳
人，相信倉鼠抵港前已受感染，寵物店店員或因接
觸到倉鼠分泌物等感染，而昨又有一名中學生初步
確診，懷疑與倉鼠有關。

事件敲響警鐘，新冠病毒不僅變化多端，而且傳
播途徑詭異。除了可能由動物傳人，早前出現冷鏈
產品的從業人員受到感染，深圳首例感染Omicron
病例涉及國際郵件快遞 「由物及人」 傳播，以及昨
再有一名負責拆貨工作的國泰員工確診，不排除是
貨件傳毒等，顯示病毒防不勝防，必須加強警覺。
香港作為國際化大都市，使用的貨物主要基於進
口，因此外防輸入除了面向抵港人士，亦要做好進
口物件的檢測和消毒，築牢疫情防控屏障，遏止播
毒風險。

面對隨時會出現的新變種病毒，以及傳播無孔不
入，被動防疫不能長久。將主動權握在手中，盡快
提高疫苗接種率，形成保護屏障，才是香港走出疫
情的必由之路。政府谷針不可緩，須進一步提供便

利，鼓勵未接種疫苗的人士盡快接種。尤其是最需
要疫苗保護的體弱長者，接種率持續偏低，以及幼
童未開放接種，成為防疫短板。政府宜有針對性地
採取措施，推動長者和幼童積極接種。

為加固防疫的保護力，保障市民健康安全，政府
有必要加快推行 「疫苗氣泡」 谷針。近期本港疫苗
接種率明顯提升，很多市民一改猶豫態度，顯然是
意識到不打針的風險，讓自己有多一份安全保障。
同時不難發現，市民接種疫苗熱情高漲，亦有考慮
「疫苗氣泡」 的因素。實施 「疫苗氣泡」 與放寬限

制掛，目的是為了保護市民的健康安全，以及幫
助經濟活動復常，相信會有更多市民接受和習慣
「疫苗氣泡」 ，更積極接種。

疫情趨嚴峻 谷針不可緩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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