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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提升「居安抗疫」支援能力
林鄭月娥昨舉行記者會重點交代本港抗疫最新情

況。她表示，早在疫情開始之初，政府就推出了家居
檢疫計劃，並在度假村設立隔離設施。第五波疫情
下，政府2月8日推出 「居安抗疫」計劃，確診患者
的密切接觸者及次密切接觸者，可能需在家中進行14
日或4日檢疫。

由於確診人士大增，政府為確診人士分流，根據衛
生防護中心評估及檢疫人士的意願，分配到隔離中心
或者家居抗疫，目前有超過30萬人在家居隔離。惟有
關數字亦可能被高估，因當局估算以隔離或檢疫人士
需居家 14 天為基礎，而當局已於上月底修訂有關安
排，已接種2劑疫苗，第六、七天快速測試陰性便可
完成檢疫或隔離，因此部分人可能已完成檢疫或隔
離。

她續表示，面對大量居家檢疫或隔離人士，政府正
不斷提升支援的能力，但仍處於追趕狀態。現時政府
正不斷豐富派送的抗疫物資包；而在熱線方面，會提
供查詢服務，並按當事人要求，提供上門派送物資服
務，例如食物，亦會提供醫療查詢，如情緒支援、遙
距診治等。

目前最大的問題是人力困難
林鄭月娥指，希望確診個案很快呈現下降趨勢。她

強調不缺金錢，政府願意將更多金錢投放抗疫，物資

與硬件在中央支持下亦沒有問題，反而最大的問題則
是人力，直言在醫療、醫護及照顧員方面亦面對困
難。她形容現時正在打仗，每一個行動亦要快及到
位，不應受其他法律規限，故不能如正常日子做足規
矩和要求，因此已利用緊急法作出豁免，政府現已引
用緊急法有條件豁免內地貨車領本港車牌來港，運送
鮮活食品和抗疫物資。她重申， 「抗疫是壓倒一切的
任務！」

政府早前放寬院舍申請輸入護理員，並計劃向內地
直接聘用1000名臨時合約照顧員，但至今只聘請到約
120人。林鄭認為，困難不在於薪酬待遇，是次有特
設抗疫津貼，薪金逾3萬元，而香港及內地亦以同一
條件作聘用，但因本港現時疫情嚴峻，相關人士會有
心理障礙，這是人之常情，即使平日願意來港工作，
但近日亦會先觀望。她又重申政府會迎難而上，指本
地有意申請人士亦已增多，會繼續努力招聘更多人
手。

被問到近來內地確診個案上升，會否影響支援香港
抗疫工作，林鄭月娥表示有信心內地可遏制疫情，
（援港抗疫）應不會有影響， 「唯一影響是國家衛健
委新冠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
上周六（3月12日）已離港返京，他已留下很多很好
的意見。」

努力物色更多團隊派送物資
出席記者會的創科局局長薛永恒表示，自2月21日

起，資科辦開始承擔抗疫物資派發工作，過去3周已
向超過20萬戶家庭、46萬市民派發物資包，當中包括
超過20萬名確診人士及26萬名密切接觸者。他續介
紹，抗疫物資包會派發到每家每戶門口，當中包括口
罩、快速抗原測試包、抗疫手冊等。他感謝中央政府
對香港抗疫工作的大力支持及抗疫物資的供應。

薛永恒還指，連日確診數字高企，令物資派送工作
有所滯後，目前正努力物色更多團隊加入派送行列。
他續指，早前平均每日只能向1萬名隔離人士派發物
資包，自3月9日至今每日可向5萬多至6萬名隔離人
士派送物資包。

食衛局局長陳肇始補充，政府近日在派發抗疫物資
包中加入中成藥，發揮疫情防治作用。從今天起，抗
疫物資將包含撲熱息痛（退燒藥），並為確診家庭派
發血氧儀，提供更周全服務。她續表示，醫管局近日
逐步增加新冠肺炎收治指定診所數目，由最初7間增
至17間，本周會再新增6間，合共有23間，醫護按求
診者臨床情況提供適當治療，並提供口服新冠藥。

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陳積志表示，居家支援工作第
一步是提供電話熱線，包括1833019 「居安抗疫」24
小時熱線。目前，本港有3間抗疫熱線中心，每日有
超過540名同事為市民提供服務。他指，計劃增設第
四間抗疫熱線中心，最高可提供550條熱線。

林鄭視察圍封強檢為同事打氣
當天，林鄭月娥視察屯門翠寧花園圍封強檢行動，

為參與行動的財庫局及其轄下部門同事打氣，對同事
們無分彼此走到前線參與抗疫倍感鼓舞。

屯門翠寧花園第3座昨午展開圍封強檢，林鄭在財
庫局局長許正宇等陪同下現場視察。據介紹，財庫局
先後於前日和昨日分別派出破產管理署和庫務署牽頭
統籌和執行屯門翠寧花園不同樓宇的圍封強檢行動，
每次動員140至150人不等。

林鄭欣悉第五波疫情以來，有更多政策局及部門擔
負抗疫任務，動員各級公務員紛紛走到前線為市民服
務。她讚揚同事盡心盡力執行圍封強檢行動，致力為
居民提供周全服務。她又說，感謝居民以至全港市民
充分配合政府抗疫措施，並深信在整個社會同心協力
下，香港定能早日戰勝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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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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指願投放更多金錢防疫抗疫
居家隔離檢疫者料逾30萬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
馮仁樂報道：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於抗疫記者會表示，估計目前
大約有超過30萬人正在家檢疫或
隔離，特區政府正在不斷提升家
居檢疫支援能力，包括派送抗疫
物資包、開通熱線、提供醫療查
詢服務等。她希望確診
個案很快呈現下降趨
勢，又強調政府願意
投放更多金錢於防
疫抗疫，物資、
硬件在中央支
持下亦無問
題，反而人
力是最大問
題 ， 包 括 醫
療、醫護及照顧
員等方面。（尚有
相關報道刊A3版）

病毒傳播活躍度未見下跌趨勢

【香港商報訊】據中聯辦官網消息，連日來，
中聯辦先後派出兩支由辦領導牽頭的抗疫小分
隊，直插一線，了解實情。圍繞方艙醫院建設與
使用、抗疫物資接收發放、上水屠房復業、專家
組開展工作、安老院舍長者疫苗接種和隔離救
治、抗疫熱線電話使用等，小分隊與特區官員和
有關方面密集會商，支持特區政府履行抗疫主體
責任，推動中央援港抗疫項目和舉措落地見效。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第五波疫情仍
未見重大轉機。本港昨日新增 32430 宗確診，包括
13335 宗經核酸檢測確診及 19095 宗經快測申報平台
確診個案。至此，本港累計核酸陽性檢測個案達
623635 宗，快速抗原測試陽性個案達 83242 宗。衛
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表示，
現時疫情或已初步受控，惟未見到有明顯下跌趨
勢，呼籲市民千萬不要鬆懈，否則仍有機會反彈。

第五波整體死亡率達0.54%
歐家榮昨於記者會表示，經核酸檢測確診個案

中，有1463個案由醫管局確診，有3136宗由衛生署
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確診，餘下8736宗則由私家化

驗所確診。而在3136個由防護中心化驗的樣本中，
793宗懷疑感染Omicron，另有2343宗仍在進行病毒
分析。

院舍方面，截至前日再有多 4 間院舍出現病例，
第五波疫情至今全港 745 間安老院舍出現個案或爆
發情況，累計 26300 名院友染疫，6580 名員工染
疫；殘疾人士院舍方面，第五波疫情累計 266 間出
現個案或爆發情況，累計約6980名院友染疫，染疫
職員則有 2500 名。歐家榮指，第五波疫情累計有
3780 名患者死亡，整體死亡率是 0.54%，年齡介乎
11個月大至112歲。

歐家榮表示，本港近日確診數目於 3 萬多宗徘
徊，數字雖有反覆但大致停滯，沒有進一步爆炸性

上升，預期未來幾天會大致在這個水平。他指，現
時疫情初步受控，惟確診數字仍屬比較高的水平，
顯示病毒傳播和活躍程度高，未見到有下跌趨勢。
他續說，現時情況脆弱，市民千萬不要有錯覺誤以
為疫情平穩，否則一鬆懈或會反彈，外國就有類似
情況，呼籲市民要時刻保持警覺。

港府籲市民時刻保持警覺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表示，再有多190名患者

離世，分別為112男78女(39至105歲)，其中175人為
長者、115人居於安老院舍。而前日離世的患者中，
有124人沒有接種疫苗，20人已打2針，46人已打1
針。由於數據滯後，當局公布於2月27日至3月11日

再有74名病人離世，涉及44男30女(55至102歲)。
另一方面，司法機構發言人表示，終審法院首席

法官官邸 1 名家務總管確診。按衛生防護中心界
定，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及其家人和官邸其他
傭工並非有關家務總管的密切接觸者。張舉能昨日
進行快速抗原測試，結果為陰性；所有官邸傭工在
上班前均會作快速抗原測試，他們昨日檢測結果均
為陰性。

此外，政府前日圍封多幢大廈進行強檢行動，在
初步陽性方面，屯門友愛愛樂樓有 223 宗、愛義
樓有215宗、觀塘安達賢達樓有188宗、何文田愛
民信民樓有138宗、黃大仙竹園南雅園樓有101
宗、屯門翠寧花園第 1 座有 41 宗、黃大仙東頭
（二）偉東樓有34宗。而政府昨日再圍封多幢大
廈進行強制檢測，包括屯門友愛愛信樓及愛禮
樓、屯門翠寧花園第 3 座、順利利溢樓、順安
安群樓，以及竹園南麗園樓等。

中聯辦派小分隊
直插一線
投入抗疫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午視察屯門翠寧花園 「圍封強檢」 行動。圖為她與居民交談。

林鄭月娥昨於政府總部就林鄭月娥昨於政府總部就
防疫抗疫措施舉行記者會防疫抗疫措施舉行記者會。。

政府新聞處政府新聞處

香港第五波疫情累計確診病
例已經增至近70萬宗，染疫死
亡人數增至 3780 人，當中 60

歲或以上長者佔驚人的 95.3%，情況確實令人揪
心，難以接受！稍為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央強有力
的支援下，在中央援港防控專家組的指導下，全社
會逐漸擺脫這波疫情初期的慌亂失措，特別是肩起
抗疫主體責任的特區政府抗疫也堅定了決心，理順
了思路，突出了重點，整合了資源，漸有章法，落
實內地專家的建議，重點擺在竭力 「減死亡、減重
症、減感染」 ，已經開始取得一定成效。然而時刻
要切記，香港疫情仍嚴峻複雜，確診病例仍 「高位
橫行」 ，死亡率仍然較高，特區政府實有必要在已
有的基礎上不斷查遺補漏，進一步檢討總體策略，

檢查執行細節，加強和完善各項抗疫措施。
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大家曾經徬徨，驚慌的市

民蜂擁接種疫苗、排隊檢測等，以至醫療系統 「爆
煲」 ，甚至有染疫長者等不及施救便已去世。特區
政府亦備受指責，特別被詬病的是沒有預先提升檢
測、隔離和治療能力，以致疫情一爆發便被殺個措
手不及。好在能夠汲取教訓，撥亂反正。林鄭月娥
強調，60多個部門和18萬公務員都行動起來了，懷
鬥爭精神，要打贏這場仗。

市民可以看到，現時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都已重
整旗鼓，抗疫措施越來越到位。之前醫療和生活物
資嚴重不足，但在中央全力支援下，爭分奪秒，方
艙醫院陸續完工投入使用，生活必需品亦有序運
港，保障充分；之前資訊一度非常混亂，現在行政

長官聯同相關局長每日主持記者會，向社會提供權
威資訊；之前私家醫院被指隔岸觀火，現在開始與
醫管局加強協調，提供病床收治新冠病人，落實公
私營合作；之前對病人分流工作有欠妥善，現時已
實施 「分層分流」 ，根據病情輕重將病人分流至定
點醫院、社區治療設施、社區隔離設施，或者居家
隔離；之前疫苗猶豫嚴重，後有明顯改善。尤令人
感動的是，不少市民自告奮勇組織義工隊，出錢出
力出物資共同抗疫，官民大合作，全民大團結。

這些好措施好辦法，當須堅持下去。與此同時，
還應不斷審視檢討，看看尚有哪些不足之處，將抗
疫工作進一步理順。比如，現估算有超過30萬人居
家隔離，相當無助，希望政府能不斷提升支援能
力，在派送抗疫物資包、提供醫療查詢服務等方面

做得更順暢，讓有關人士安心。再比如，長者疫苗
接種率仍不理想這個大問題，尤其是80歲以上已接
種第一針的比率只得54%，怎麼辦？由於染疫死者
年齡中位數高達85歲，顯然為長者 「谷針」 已是刻
不容緩。特區政府不應再等，必須為身體情況許可
的長者進行強制接種。至於院舍管理難題，當局要
更果斷迅速對員工實施閉環管理，以免疫情進一步
擴大，危及更多長者。

雖然距離疫情結束還有很遠路程，但在當局重整
旗鼓後，抗疫工作已經大有改進。只要特區政府和
社會各界齊心協力，重點堅持做到 「三減」 ，全面
細化落實各項配套措施，同時不斷查找和改善不
足，補齊短板，相信戰勝疫情終可見到曙光。

查遺補漏 完善抗疫措施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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