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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援建粉嶺方艙醫院啟用
提供逾千張應急隔離床位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
樂報道：位於粉嶺馬適路的
方艙醫院昨日交付啟用，這
是中央援建香港的第 4 個社
區隔離及治療設施，總建築工期為 18 日。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昨日
上午到場視察，該項目位處粉嶺北新發展區，由發展商借出土
地，投入運作後將提供 358 個房間和 1074 張應急隔離床位。

特遣隊介紹優化入住流程
李家超與中聯辦副主任尹宗華和承建商中國建築國
際集團主席顏建國舉行交接座談會。李家超同時視察
了粉嶺設施的應急床位和隔離單位，聽取承建商和特
區政府工作人員講解有關設備及其運作。
保安局抗疫特遣隊向李家超介紹和示範電子自助登
記服務。根據近日營運經驗所得，為確保入住人士在
到達設施後能盡快進入房間，保安局精簡程序引入電
子自助登記表，讓入住人士在編配房間後，可自行用
手機掃描二維碼，填寫簡單電子表格。他讚賞特遣隊
以人性化管理，照顧入住人士在隔離時的感受，並善
用科技提升管理效率，優化入住流程。他就特遣隊不
斷採取措施提升效率，予以肯定。

澄清天花倒塌信息虛假
李家超表示，衷心感謝中央支援香港建設社區隔離
設施。香港疫情仍然嚴峻，中央作為特區最堅強後

聶德權指出，過去兩周外展服務隊到訪逾 900 間安
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為院友打針，相信在本月 18 日前
能完成為餘下約 100 間院舍的疫苗接種。他估算，全

盾，給予大力支援。在不到兩星期
內，已交付 4 個項目共約 8900 張應急
隔離床位。發展商借出有關土地，代
表全社會齊心抗疫。
李家超（左二）在發展局局長黃偉綸（後排白衫者）陪同下，聽取保
在現場所見，粉嶺方艙醫院也是由
安局抗疫特遣隊人員簡介管理設施的工作。
箱式房屋組合而成，病房採用藍色和
另一方面，除粉嶺方艙醫院外，發展局局長黃偉綸
米白色，隔離病房外設有圓形矮桌和垃圾桶，房間內
同日在網誌表示，洪水橋近雞伯嶺路的設施，在數天
部同樣設置 3 個病床和櫃子。每排隔離病房的盡頭，
內可以開展服務；在元朗潭尾的設施有望在本月較後
都設有病患共用的淋浴間和洗手間，整個方艙醫院淋
時間投入服務。而竹篙灣和啟德前跑道區的兩個比較
浴間和洗手間各有 24 個。
大型設施，當中部分床位預計可於 5 月開始分階段投
此外，就網上流傳一張聲稱為社區隔離設施洗手間
入服務，最終兩個項目可額外提供一共約 2 萬張床
天花板倒塌的相片，李家超指該相片屬虛假信息，予
位。
以嚴厲譴責，並表示這些破壞行為是全社會抗疫的公
黃偉綸又表示，在河套區由中建科工負責興建，涉
敵，社會亦要同聲譴責，執法部門必會依法追究。他
及約 10000 張床位的項目，目前正全速進行地盤平
呼籲市民留意政府發放信息，切勿誤信謠言或虛假信
整。中建科工亦正在河套區興建一所能提供約 1000 張
息。
病床的 「應急醫院」，相關的興建工作已經展開，可
更多設施陸續投入服務
望在 4 月內提供首 500 張病床。

港 7 萬多名安老及殘疾人士院舍院友中，已有約 4 萬
人最少接種 1 劑疫苗，又約有三成院友因確診而暫時
未能接種，當局會安排他們在康復後 1 個月接種。他
亦表示，政府會視乎所有院舍接種第 1 針的情況，再
部署第 2 針、第 3 針的接種時間表，爭取 4 月底前大幅
提高第 2 針接種率。
聶德權又估算香港有約 5 萬名社區長者或殘疾人士
需要家居接種服務，政府正研究安排，期望與社福機
構合作，預料初期會在屋試行。對於法國等其他國
家將準備開打第 4 針疫苗，聶德權表示，會根據專家
委員會以及數據研究香港是否需要接種第 4 劑疫苗。

打 2 針者如染疫毋須再接種
另一方面，聯合科學委員會聯同專家顧問團認為，

民建聯查 24 款快測劑 9 款較可靠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民建聯聯同香港
生物科技協會、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測試市面上 24
款快速測試劑，當中 9 款產品表現較佳。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英豪呼籲，政府有關方面應進
行適度監管，對市面上流行的測試劑進行定期抽查檢
測，確保測試劑發揮應有的作用。
協會研究的 24 款快速測試，17 款來自內地、2 款香
港品牌、2 款新加坡品牌，韓國、台灣及美國品牌亦
各有 1 款，而政府認可的 9 款快速測試，亦有 5 款納入
今次的研究。此次研究的重點，測評小組的專家會對
24 種測試劑分別進行靈敏度、特異性、穩定性、用戶
友好性等指標，進行綜合分析評估。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本港第 5 波疫情
仍然嚴峻，商界紛紛向社會伸出援手。其中，豐銀
行慈善基金推出 「疫苗易」家居接種計劃，為居家長
者和傷健人士免費接種新冠疫苗，期望在未來幾個月
透過家訪，為超過 1 萬名合資格人士接種 3 劑疫苗，
合共 3 萬劑。

基於今次檢測比較研究得到排名，前 9 位分別是：
BGI-YHLO(華大基因)、BNIBT、Camtech、GP Getein(基蛋生物)、INDICAID(妥析)、Jinwofu(金沃夫)、
Wisdom、WizBiotech、Wondfo(萬孚)。
若一併考慮測試包是否獲權威認可，綜合排名前 4
位分別是：BGI-YHLO(華大基因)、GP Getein(基蛋
生物)、Jinwofu(金沃夫)、Longsee(南芯醫療)。
香港生物科技協會主席于常海教授表示，此項目研究
及發布純屬公益性質，沒有任何商業成分，所提供的數
據及資料僅供傳媒報道及公眾參考。在研究過程中，尚
未有發現假劣產品，列入研究的 24 種測試劑均有效，
只是在病毒含量較低的情況下，具有不同的性能。

成人及合資格兒童在接種 2 劑復星疫苗或 3 劑科興疫
苗後，可視為完成基本疫苗接種，所以建議 3 至 11 歲
兒童於接種第 2 劑科興疫苗最少 3 個月後，接種第 3 劑
科興疫苗。專家又建議，希望接種復星疫苗的 5 至 17
歲兒童及青少年，可於康復後接種最多 1 劑，但可容
許有個別需要者，如到海外留學，在知情同意下於康
復後接種第 2 劑復星疫苗。
至於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士，若在受新冠病毒感染
前已接種 2 劑或以上的科興或復星疫苗，康復後毋須
再次接種。至於未完成接種 2 劑疫苗的人士，可按年
齡及感染前曾接種的劑數，在康復後接種最多 2 劑。
專家亦建議，免疫力弱人士於康復後要接種額外劑
次的疫苗，而間距亦一般較免疫功能正常人士為
短。

「疫苗易」家居接種計劃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香
港醫學組織聯會負責營運，招募醫護等組成外展隊，
上門探訪長者和傷健人士，免費為他們接種疫苗，將
涵蓋本港超過三成居家而行動不便長者和傷健人士的
疫苗接種需求。豐銀行慈善基金於今年 2 月捐出 1
億元抗疫，該計劃屬於其中一部分，其他項目會適時
公布。
豐銀行兼豐銀行慈善基金主席王冬勝表示，接
種疫苗可以減低確診後患上重症的機會，必須確保長
者和傷健人士都受到疫苗的保護，會透過與社福機構
和醫護團體合作，在短時間內迅速行動推出計劃。社
聯主席陳智思表示，計劃在兩星期內籌備到位，即將
在社區開展工作，呼籲長者接種疫苗，照顧者在長者
健康狀況許可下，亦鼓勵他們接種。
恒生銀行表示，早前推出 「抗疫同恒」計劃，捐贈
1000 萬元紓緩社會的迫切需要。恒生進一步將快速測
試的受惠機構拓展至更多社福機構，包括聖雅各福群
會、婦女基金會及膳心連基金；透過其網絡轉贈予獨
居或雙老長者家庭、基層家庭及分發給學校贈予有需
要的學生及其家庭。在該計劃下，恒生已將 13 萬劑快
速測試連同其他抗疫物資轉交到香港家庭福利會(家福
會)，並將總共捐出逾 15.4 萬劑快速測試予社區。恒生
又與家福會合作，於本月 1 日開設了 「恒福」抗疫及
情緒支援熱線，為期 3 個月，預計可處理共 5000 宗個
案。

新世界向基層派發物資
另外，新世界集團決定無償提供會展中心 2 期總面
積超過 50 萬平方呎的空間，作為政府抗疫倉儲物流中
心之用。至於倉儲物流中心的租金開支，由新世界發
展負擔。新世界發展行政總裁鄭志剛表示，集團旗下
的會展管理團隊，會協助政府專業及妥善地儲存數量
龐大的抗疫物資，支援相關物流工作。集團亦向基層
市民免費派發 30 萬套快速抗原檢測包及超過 2000 萬
個口罩，並向包括醫護人員、清潔工、安老院舍職員
及確診者等，分別捐贈 7 萬套保護衣物和超過 1 萬部
達醫療設備級別的血氧計。

須照顧子女的林太
（右）為購買防疫物資感
到苦惱，她從家福會職員
手上接過抗疫物資。

爭 4 月底提高第 2 針接種率

豐推「疫苗易」
為長者等居家接種

恒生開設「恒福」支援熱線

當局計劃周五前為院友打完首針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特區政府計劃在
本周五前為全港安老院舍院友接種最少 1 劑新冠疫
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稱，現時有 52%院
友已完成接種第 1 劑疫苗，爭取 4 月底前大幅提高第 2
針接種率。此外，衛生防護中心轄下的疫苗可預防疾
病科學委員會和新發現及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前
日聯同行政長官專家顧問團進行網上會議，討論曾感
染新冠病毒病人士及兒童接種新冠疫苗的安排，並於
昨日發表更新的暫擬共識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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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關愛基金」保障抗疫義工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目前本港第 5 波
疫情持續嚴峻，日前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及香港義工聯
盟聯合發起成立 「全港抗疫義工同盟」，並特別成立
「義工關愛基金」，以更好保障一眾抗疫義工。義工
關愛基金獲工商界踴躍支持，已募集達 3300 萬元，冀
為前線義工提供更全面有力的保障。

三大舉措減義工隱憂
全港抗疫義工同盟總召集人譚錦球表示，目前香港
正處於抗疫關鍵時刻，全港抗疫義工同盟匯聚社會各
方義工力量，不足一周已成功動員逾萬義工投身各區
抗疫工作，義工關愛基金是義工們最有力的後盾。另

一總召集人陳振彬則指，義工自身安全不容忽視，除
提供防護措施及培訓外，同盟亦希望為義工們提供更
全面和充足的保障，為不幸確診的義工及其家人提供
抗疫支援，讓各位義工能更無後顧之憂地投入抗疫工
作。
全港抗疫義工同盟義工關愛基金主席譚鎮國表示，
義工關愛基金將提供三大援助舉措，包括向染疫義工
提供一次性應急援助金 5000 元，如因抗疫不幸身故，
將向其家人發放一次性撫恤金 3 萬元，以減輕義工家庭
的即時經濟負擔；為前線義工免費提供暫住酒店，以
降低義工家人染疫風險；以及為全港性的大型抗疫義
工行動提供資助，認可的義工團均可遞交資助申請。

民間社會中的君子俗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