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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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府堅守不「躺平」抗疫原則

特首籲打齊針以免後悔莫及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
道：行政會議昨日復會，行政長官
李家超在會議前見傳媒時表示，現
時本港每日確診數字徘徊在1萬
宗，疫情風險高。他提醒市民在接
種疫苗方面不要再等，重申打齊三
針是最佳保障，否則可能會後悔莫
及。他強調，特區政府在抗疫方面
是團結一致的，並會依 「抗疫五原
則」 按實際情況推出及執行防疫措
施。

社交距離措施延至9月21日

國慶煙花匯演取消

李家超強調，特區政府在抗疫方面是團結一致的，並會恪守五項原則。 記者 蔡啟文攝

猴痘病徵與預防
猴痘是一種由猴痘病毒引起的人畜共患病。當人與受感

染的動物、受感染的人或受污染的物件接觸，便可能受感
染。在過去的猴痘爆發中，患者的死亡率介乎1%至10%。

猴痘病徵

感染猴痘後的首數天出現發燒、劇烈頭痛、肌肉痛和淋
巴結腫大。

在發燒後約1至3天，口腔內會出現潰瘍，身體其他部
位會出現皮疹。

病徵一般持續14至21天，患者通常會自行痊癒。

預防方法

避免與懷疑感染猴痘的人士或動物作密切身體接觸。

如出現發燒、劇烈頭痛、淋巴結腫大等猴痘症狀，應盡
快求醫。

世衛建議，懷疑感染猴痘的人士應避免外遊。

「一老一幼」接種率仍不理想
李家超表示，本港疫情確診數字現時每日都徘徊在

1萬宗， 「數字是很高」，對 「一老一幼」、長期病
患等高風險人士構成生命威脅。在死亡個案中，95%
涉及 60 歲或以上長者，惟長者的疫苗接種率並不理
想，約兩成年滿80歲人士仍未接種疫苗。兒童方面，
8 月至今，約 20 人染疫後出現重症而入住深切治療
部，其中一人不幸離世。惟在12歲以下兒童中，未接
種疫苗者約佔兩成，三歲以下幼童更有逾八成未接種
疫苗。

李家超說， 「所以，我們需要盡快為每一個人接種
疫苗。而且根據專家給我們的意見，特別是我們的專
家小組，他們亦一致同意，接種疫苗可以很直接地防
禦輕症變重症、重症變死亡，所以無論是什麼疫苗，
打齊三針就能達到保護效果。我們不要再等待，因為
如果你在等待期間確診，可能會後悔莫及。」

他又提到，因應入院人數增加，公立醫院人手緊
張，非緊急服務也縮減三成，反映醫療體系負荷嚴
重，情況值得關注。因此，政府與公眾須一同努力抗
疫，將社區傳播可能性減至最低。

嚴厲處理違反檢疫規則人士
李家超強調，要將社區傳播的可能性減到最低，

對違反檢疫規則的人士一定要嚴厲處理，並加強執

法。警方早前發現 4 名持 「紅碼」人士違規離開居
所，隨即採取行動，把他們送往隔離設施。李家超
形容，這些人士在社區播毒，政府不能接受如此不
負責任的行為，一定會依法檢控。在違反《預防及
控制疾病條例》下不同防疫措施個案方面，當局發
出超過 650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檢控約 50 人。過
去一周，7人因違反 「疫苗通行證」規定而收到定額
罰款通知書。

對於有人涉嫌濫發醫生紙的問題，李家超提醒，行
使虛假文書或發放虛假文書是嚴重罪行，發放的人觸
犯嚴重罪行，行使的人亦觸犯嚴重罪行，最高可判處
14年監禁，希望大家不要以身試法。

正與內地討論「逆向隔離」
有關 「逆向隔離」事宜，李家超稱，與內地人員就

此事的商討正在進行中。他解釋道： 「在特區政府方
面，我們已制訂了一些認為需要積極討論的議題，包
括核酸檢測標準、用什麼方法以 『閉環』方式將完成

『逆向隔離』的人士送到內地後而不需再經過 『7+
3』的隔離規定，以及在實際運作方面，雙方採用什
麼標準和人手配備如何。我們已設置不同議題，與內
地的溝通亦在進行中。」

被問到政府會否再調整入境檢疫政策，李家超重
申，政府防疫政策恪守五項原則，一是不 「躺平」，
控制確診數字，確保醫療體系可承擔負荷；二是減重
症、減死亡；三是針對高風險人士、 「一老一幼」和

長期病患者，要保護他們；四是使用精準方法識別不
同風險的人士，用不同手段包括 「紅黃碼」、 「疫苗
通行證」等，管控不同風險的人士所帶來的實際情況
和問題；五是平衡風險和社會日常活動以及經濟活動
的實際需要。當局會按疫情和相關數據推出措施。他
希望市民明白，政府團隊在防疫抗疫工作上團結一
致，執行每項措施均經過充分討論，務求以最小代價
換取最大效果。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本港昨新增
9373宗確診個案，再多9名患者離世。當天，特區政
府宣布，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下的公共衛生緊
急規例規定刊憲，延續現行社交距離措施至 9 月 21
日；因應嚴峻疫情，將嚴格執行各項防疫抗疫管控
措施，以進一步遏制疫情，防止醫療系統崩潰，並
盡可能避免需要採取影響較大的收緊措施。此外，
因應疫情最新變化，康文署宣布今年國慶煙花匯演
將取消。

增9373宗個案 BA.5佔六成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於疫

情簡報會表示，本港當天新增9373宗確診，包括186
宗輸入個案、9187宗本地個案。同日，新呈報9宗死
亡個案，涉及 7 男 2 女，年齡介乎 27 至 99 歲。院舍
方面，共7間院舍出現確診，涉及8名院友。學校方
面，接獲 767 間學校呈報 1516 宗陽性個案，包括
1304 名學生及 212 名教職員。昨日共有 45 間學校的
54個班別需要停課一星期。

變異病毒株方面，懷疑 BA.4 或 BA.5 個案持續上
升，初步數據佔整體的 66%，BA.2.12.1 佔 6.6%。具
體個案而言，BA.5 佔 60%、BA.4 佔 6.6%、BA2.12.1
佔6.6%、BA2.2佔27%。

東區醫院7名心臟科醫生確診
醫管局公布，東區醫院有 7 名心臟科醫生確診，

他們沒有一起出席社交活動，但有共用茶水間。鑑
於疫情反覆，醫管局表示會採取措施，確保醫療系
統有效運作，避免因集體感染或檢疫影響服務運
作。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本港BA.4/BA.5個
案佔比升至現時超六成，其他變種病毒株則呈下降
趨勢，反映BA.4/BA.5已在社區廣泛傳播，逐漸抑制
其他變異株。只有等到 BA.5 個案增速大幅減慢，才
會明確看到疫情見頂信號。他認為，本港正處 「疫
情交替」情況，今波疫情高峰會遠低於第五波疫情
初期。

港府稱嚴格執行抗疫管控措施
政府發言人昨天表示，為管控病毒傳播風險，現

階段並無空間放寬任何社交距離措施，惟考慮到社
會及經濟活動需要，政府決定於下一個 14 天周期維
持現行社交距離措施，不作收緊，同時嚴格執行各
項抗疫管控措施，包括強制檢測、檢疫隔離、社交
距離、 「疫苗通行證」（包括 「紅黃碼」）等。

有關措施包括容許所有餐飲及表列處所在嚴格執
行 「疫苗通行證」和 「安心出行」等要求下繼續營
業。所有人士須於出席宴會前 24 小時內進行快速抗
原測試，並出示陰性結果照片予餐飲處所負責人檢
查，方可進入處所。有關人士亦可進入處所前 48 小
時內獲得的陰性核酸檢測結果，替代上述快速抗原
測試要求。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本港驚現首宗
猴痘輸入個案，患者是一名30歲男子，前日由菲律
賓乘坐飛機抵港，潛伏期間則在美國及加拿大。當
局強調患者沒有進入社區，發病後已送往瑪麗醫院
接受隔離，同時亦會提升戒備級別，並通知全港醫
生提高警覺留意病人。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該30歲
男子 8 月 30 日出現皮疹，及後擴散至身體其他地
方，9月2日出現淋巴腫脹，5日出現喉嚨痛。9月2
至5日，他曾逗留菲律賓；8月25日至9月2日曾逗
留加拿大；8月3日至25日居住美國。上述潛伏期
曾進行高危活動，但無接觸確診者或懷疑猴痘患
者。他於5日抵港後入住華美達海景酒店，當日因
喉嚨痛、吞嚥有問題送往瑪麗醫院急症室，昨於水
痘檢測中驗出猴痘病毒。當局進行流行病學追蹤，
病人來港沒有同行者，之後按密封程序從機場到酒
店檢疫。

張竹君指，患者於5日乘坐PR300航班來港，穿
長袖衣服，無接觸其他人。由於病人在海外曾進行

高危活動，相信從此感染。為謹慎起見，當局呼籲
乘坐PR300航班乘客、機組人員及機場曾接觸患者
取樣的人員、檢疫酒店人員等要提高警覺，但並不
屬於緊密接觸者，傳播風險相當低。當局亦會提升
戒備級別，並通知全港醫生提高警覺留意病人，就
算沒有接觸史，如有高危病徵都須進行檢測。

民建聯促當局做好應對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表示，猴痘患者大部分是

男性，經男男性接觸而感染，亦有可能透過長時間接
觸皮疹而感染。他指，猴痘潛伏期較長，一般為21
天，患者會先在醫院接受隔離，之後會轉到社區檢
疫，有關工作正在準備，當局已採購猴痘疫苗，預計
今月抵港。

另外，民建聯促請政府做好應對工作令市民安
心，建議加強公眾教育（包括猴痘的傳播風險、留
意徵狀、如何做好個人衛生等），並加強解釋政府
應對猴痘的防疫策略，包括如何外防輸入、防止社
區傳播、隔離設施安排等。

港現首宗猴痘輸入

實在是令人難受和憤慨！本
港近年竟接連發生駭人聽聞的
虐兒致死案件。最近一宗是上

周有兒童被發現倒斃房家中，身體有30多處可疑
傷勢，警方已嚴正跟進。此類惡性事件引起全社會
關注，行政長官李家超昨亦表示 「非常關注和非常
難過」 ，指示要推展和落實有關懷疑兒童被虐強制
舉報的立法工作。勞福局局長孫玉菡同日已主持首
場社福界線上諮詢會，與超過200名機構管理層和
前線同工討論有關問題，顯見港府之高度重視。

香港潛藏嚴重虐兒個案， 「一宗都嫌多」 。上周
揭發的個案，5歲逝童多處受傷，皮黃骨瘦，慘不
忍睹。而 2018 年的臨臨案，受害孩子嚴重營養不
良，身上多達 133 處傷口，長期受虐而死於敗血

病。去年末，童樂居還被揭發大規模虐兒，涉及大
約400宗虐兒事件，超過30名職員被起訴，而令人
更無法接受的是，這竟是個保護兒童組織！如此慘
劇，豈能容其再發生！必須加強監管，保護兒童，
這是全社會共同的強烈呼聲。

虐兒案件一個最大特點是受害稚子年紀尚小，往
往不懂表達、不敢表達，更不可能報警。而施虐者
又往往是他們的監護人，即理應最關心、最痛惜孩
子的人，亦應是孩子們最親近、最信任的人，以致
受害者更難尋求救助。如果施虐者是孩子父母，其
他家人亦恐互相包庇；若是社福機構的個別人士施
虐，機構之間亦或相互護掩。所以，作為最前線接
觸兒童的人員，須時刻關注兒童有否受虐，代為揭
發——他們絕對責無旁貸，否則無人再能施予援

手，故必須設立強制舉報機制；與此同時，針對隱
瞞情況，阻嚇懲罰亦不可少，包括須負上刑事責
任，否則強制舉報機制只怕形同虛設。

相關立法的最大困難是明確規定誰有無可推卸的
舉報責任，以及怎樣界定責任，會否令人不慎誤墜
法網。必先釐清，如前所述，即使舉報機制難免會
增加前線人員的工作及壓力，但他們應義不容辭，
保護兒童是其天職。應負其責的機構和職員名單
上，社工當然必不可少，另外亦應包括幼兒中心、
教師、醫護人員等。在立法訂規和執行中，當局亦
須提供相應培訓，好使相關方清楚責任，以及懂得
識別虐待情況。行政支援及舉報渠道等配套也須到
位。譬如，可制訂問卷清單予相關人士，逐一審視
虐兒有否被打、是否溫飽，不能錯過任何蛛絲馬

。除了強制舉報機制的涵蓋對象，其餘施虐者的
親友，以至鄰居、大廈保安，即使不報未必有刑
責，但一旦發現可疑情況，例如有不尋常的傷痕，
或不尋常的吵鬧、哭聲，背後都可能潛藏虐兒，都
有責任要循渠道舉報。須知，保護兒童，是全社會
每一分子的共同義務。

香港何以屢屢揭出虐兒案件，背後家庭社會原因
何在？研究表明源頭多與家庭條件不佳有關。所
以，當局還要研究從源頭入手解決問題，包括加強
對低收入家庭的經濟支援，對需要的家庭加強心理
輔導支援等等。根除虐兒問題，立法打擊固然必
要，還須多管齊下，標本兼治，應全社會動員起
來，多給孩子關注和愛，一齊消除產生虐兒現象的
土壤。

抓緊立法訂規保護兒童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明生

政府防疫政策五項原則
一、不 「躺平」 ，控制確診數字，確

保醫療體系可承擔負荷。

二、減重症、減死亡。

三、針對高風險人士、 「一老一幼」
和長期病患者，要保護他們。

四、使用精準方法識別不同風險的人
士，用不同手段包括 「紅黃碼」 、 「疫
苗通行證」 等，管控不同風險的人士所
帶來的實際情況和問題。

五、平衡風險和社會日常活動以及經
濟活動的實際需要。

2022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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