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貨機入錯滑行道 北跑急封個半鐘
最少3航機須停降落復飛 上空繞場改南跑道降落

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發生飛機入錯跑道事件。一駕來自俄羅斯的貨機昨日

凌晨在北跑道降落後，疑錯誤駛入未啟用的三跑工程滑行道，觸發警報，結果

導致北跑道一度要緊急封閉近1個半小時，多輛消防車到場戒備，其間最少有3

班航機須立即停止降落並復飛，在上空繞場後改用南跑道降落。機管局事後證

實事件中無人受傷，正調查原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本 港 新 聞A14 ●責任編輯：黃健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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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現行使《預防及控制疾病（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規例》（第599章，附屬法
例 ）（《規例》）第10（1）條所賦予的權力：
類別人士
（I）指明以下類別人士﹝見附註一﹞：

（a）任何人士不論以何種身分（包括但不限於住客、訪客及工作人員），
在2021年9月17日至10月13日期間曾身處香港新界大埔科進路9號天
賦海灣3期 - 海鑽10座超過兩小時；

（b）任何人士不論以何種身分（包括但不限於全職、兼職和替假員工及訪
客），在2021年10月8日下午3時30分至下午6時30分期間曾身處香
港新界大埔太和邨安和樓3樓307號鋪劉開玲醫務所；

（c）任何人士不論以何種身分（包括但不限於全職、兼職和替假員工及訪
客），在2021年10月11日上午9時至中午12時期間曾身處香港新界大
埔科進路21號逸瓏坊地下低層16號鋪Market Place by Jasons；

（d）在2021年9月30日至10月13日期間，於以下指明學校（指明學校）
就讀以下指明級別（指明級別）的學生及指明學校的、曾面授該等指
明級別學生的老師（包括但不限於全職、兼職和替假老師）：
（1）香港新界屯門良景邨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一年級；
（2）香港新界上水馬會道15號及19號鳳溪第一小學一年級；

（e）任何人士不論以何種身分（包括但不限於全職、兼職和替假員工、學
生及訪客），在2021年9月30日至10月13日期間曾身處以下任何地點
超過兩小時：
（1）香港新界大埔南坑頌雅路松嶺村匡智會匡智松嶺學前兒童中心（住

宿部）；
檢測的規定及程序
（II）規定每位屬上述類別的人士，按以下規定及程序﹝見附註二﹞，進行就2019冠狀

病毒病的聚合酶連鎖反應核酸檢測（指明檢測）：
（a）流動採樣站的檢測：
（i）在2021年10月16日或之前，前往任何一間流動採樣站﹝見附註三﹞；
（ii）按流動採樣站職員的指引進行指明檢測，包括提供鼻腔和咽喉合

併拭子樣本；及
（iii）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並在訂明人員要求提供有關

該人士進行指明檢測的資料時，提供有關電話短訊通知供其查
核；

或
（b）社區檢測中心的檢測：
（i）在2021年10月16日或之前，於中心開放時間前往任何一間社區

檢測中心﹝見附註四﹞；
（ii）按檢測中心職員的指引進行指明檢測，包括提供鼻腔和咽喉合併

拭子樣本；及
（iii）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並在訂明人員要求提供有關該

人士進行指明檢測的資料時，提供有關電話短訊通知供其查核；
或
（c）以衞生防護中心派發到上述第（I）部分指明的地點的樣本瓶進行的檢測

（只適用於上述第（I）（e）部分中指明的類別人士）：
（i）從衞生防護中心索取檢測樣本收集瓶；
（ii）按樣本收集包中的指引，用該瓶收集相關樣本（惟有關樣本不可

為深喉唾液樣本）；
（iii）在2021年10月18日或之前，交回已採樣本的檢測樣本收集瓶至

其中一個指定收集點﹝見附註五﹞；及
（iv）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並在訂明人員要求提供有關

該人士進行指明檢測的資料時，提供有關電話短訊通知供其查
核；

或
（d）自行安排的檢測：
（i）安排在一間化驗所進行指明檢測，而該化驗所必須是2019冠

狀病毒病專題網頁上所刊登的認可化驗所列表https://www.
coronavirus.gov.hk/pdf/List_of_recognised_laboratories_RTPCR.pdf
中的其中的一間，並可就檢測結果發出電話短訊通知；

（ii）在2021年10月16日或之前，按該化驗所職員的指引進行指明檢
測，包括提供鼻腔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及

（iii）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並在訂明人員要求提供有關該
人士進行指明檢測的資料時，提供有關電話短訊通知供其查核；

（III）規定每位屬上述類別的人士，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適當個人防疫措
施包括佩戴口罩及保持手部衞生，以及除為進行指明檢測外盡可能在確定
檢測結果前留在其居住地點並避免外出；

《規例》第14（3）（b）條下指明的期間
（IV）就上述第（I）部分中指明的類別人士，指明由2021年10月17日至11月15日

的30日期間；除上述第（I）部分中指明並根據第（II）（c）部分的規定及程序進
行檢測的人士，則指明由2021年10月19日至11月17日的30日期間；或因

應惡劣天氣而延長的檢測期間﹝見附註六﹞翌日起的30日期間，為在不遵從此公告
的情況下，在《規例》下可發出強制檢測令的期間；

委任訂明人員
（V）就本公告指明的類別的人士，委任醫療輔助隊隊員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所有公職人員執行《規例》下的職能（關於本公告下的規定者）﹝見附註七﹞。
附註一：
如果屬於上述第（I）部分中指明的類別人士曾之前在2021年10月11日至10月
13日期間（按上述第（II）部分或下文附註二列明的規定及程序（有關檢測期限除
外）進行指明檢測，則無論是否為遵從本公告中的規定而接受該指明檢測，均會
獲視為已遵從本公告中的規定。
第（I）（d）及（I）（e）部分指明類別的人士不包括已經完成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新
冠疫苗）接種的人士。就科興的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克爾來福疫苗）及復星
醫藥╱德國藥廠的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復必泰疫苗），完成新冠疫苗接種一
般而言是指在14天前已經合共接種了兩劑新冠疫苗（即在2021年10月2日或之
前已經接種了第2劑新冠疫苗）；就曾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的人士，在14天前
接種一劑復必泰疫苗或一劑克爾來福疫苗後可獲視為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種（即在
2021年10月2日或之前已經接種了第1劑新冠疫苗）。在香港以外地區接種新冠
疫苗、並在14天前已完成接種相關指引所建議劑量（即在2021年10月2日或之前
已經接種了所有建議劑量的新冠疫苗）的人士，可獲視為已完成相關新冠疫苗的
接種，惟該疫苗須載列於以下網站公布的就指明用途認可疫苗列表上https://
www.coronavirus.gov.hk/pdf/list_of_recognised_covid19_vaccines.pdf。
附註二：
上述第（I）部分中指明的類別人士如獲註冊醫生發出醫生證明書（有關醫生證明
書），證明其因健康原因而未能按第（II）部分中指明的規定及程序使用鼻腔和咽喉
合併拭子樣本進行指明檢測，則可按以下規定及程序使用深喉唾液樣本進行指明
檢測：
（a）以索取的樣本瓶進行的檢測：
（i）從121間郵政局、醫院管理局47間普通科門診診所或20個港鐵站

設置的自動派發機﹝見附註五﹞的其中一間╱台，索取檢測樣本收集瓶；
（ii）按與該檢測樣本收集瓶一併提供的指引，用該瓶收集深喉唾液樣本；
（iii）在2021年10月16日或之前，交回已採樣本的檢測樣本收集瓶至

其中一個指定收集點﹝見附註五﹞；及
（iv）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及有關醫生證明書，並在訂明

人員要求提供有關該人士進行指明檢測的資料時，提供有關電話
短訊通知及有關醫生證明書供其查核；

或
（b）醫院管理局普通科門診診所的檢測：
（i）在2021年10月16日或之前，在醫院管理局的普通科門診診所，按

照醫院管理局醫護人員的指示進行指明檢測；及
（ii）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及有關醫生證明書，並在訂明

人員要求提供有關該人士進行指明檢測的資料時，提供有關電話
短訊通知及有關醫生證明書供其查核；

或
（c）自行安排以深喉唾液樣本進行的檢測：
（i）安排在一間化驗所進行指明檢測，而該化驗所必須是2019冠

狀病毒病專題網頁上所刊登的認可化驗所列表https://www.
coronavirus.gov.hk/pdf/List_of_recognised_laboratories_RTPCR.pdf
中的其中的一間，並可就檢測結果發出電話短訊通知；

（ii）在2021年10月16日或之前，按該化驗所職員的指引進行指明
檢測；及

（iii）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及有關醫生證明書，並在訂明
人員要求提供有關該人士進行指明檢測的資料時，提供有關電話
短訊通知及有關醫生證明書供其查核。

附註三：
各個流動採樣站的位置、開放時間及服務對象（如適用）載於https://www.
coronavirus.gov.hk/chi/early-testing.html。
附註四：
各個社區檢測中心的位置及開放時間載於https://www.communitytest.gov.hk/
zh-HK/。
附註五：
派發樣本收集瓶的郵政局、普通科門診診所及港鐵站的地點和開放時間，以及樣
本收集地點及時間載於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early-testing.html。
附註六：
若在進行指明檢測期間的任何時間，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懸掛，或紅╱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政府公布的「超強颱風後的極端情況」生效，進行指明檢測
的期間將會延長一天（因應惡劣天氣而延長的檢測期間）。
附註七：
在《規例》下，衞生主任無需委任便可執行關於強制檢測公告下的規定的職能。
2021年10月13日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2021年第721號號外公告
預防及控制疾病（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規例

強制檢測公告
J

錯入滑行道的貨機屬俄羅斯S7航空公司的
波 音 737-8BCF 貨 機 （ 航 班 編 號

S78817）。昨日凌晨零時許，該貨機降落赤鱲
角香港國際機場北跑道，惟在貨機駛往停機位
期間，卻突然偏離跑道，向右駛入未啟用的滑
行道，觸動監察警鐘。

無發生火警無人受傷
據悉，北跑道兩旁正進行三跑工程，尚未
啟用。機場控制塔人員隨即緊急封閉北跑
道，暫停飛機升降。與此同時，多輛消防
車、救護車奉召趕到現場戒備，證實並無發
生火警及無人受傷，涉事貨機隨後由地勤維

修人員檢查，確定沒有受損後，凌晨約1時被
安全拖往停機位。凌晨約1時半，機場人員進
一步檢查完北跑道確認安全後，重新開放使
用。
在封閉北跑道期間，最少有3班航機須立即

停止降落再復飛，在本港上空繞場轉圈後，改
用南跑道降落，另有最少5班機降落前要在本
港上空轉圈等候指示。
機管局發言人昨日證實，一架由莫斯科抵港
的西伯利亞航空貨機，昨日凌晨0時03分在北
跑道降落後，因為駛入錯誤的滑行道後尋求協
助，貨機其後被安全拖往停機位，無人受傷，
惟事件原因仍有待進一步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
蘭）特區政府昨日在香港大會堂
紀念花園舉行官方紀念儀式，悼
念於1941年至1945年間為保香
港而捐軀的人士。全國政協副主
席梁振英、署理行政長官李家
超、香港中聯辦副主任羅永綱、
中央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副署

長李江舟、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
潘雲東、解放軍駐港部隊副政治
委員王兆兵少將、前任行政長官
曾蔭權、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張舉能、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立
法會主席梁君彥和行政會議非官
守議員召集人陳智思等出席。
同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

權到浩園獻花，悼念73位殉職
公務員。聶德權昨日在facebook
表示，自己到浩園向同僚表達衷
心敬意及哀思，並了解因工殉職
的康文署樹木組技工曾賽茹及香
港水警高級督察林婉儀稍後安葬
的墓位，隨後再到景仰園為馬尼
拉人質事件中的逝者獻花致意。

政府悼念二戰為港捐軀人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
上水彩園邨昨日凌晨發生氣體洩
漏爆炸火警，男戶主慘遭燒傷送
院搶救，目前情況危殆。消息
指，男戶主早前疑在網上購買石
油氣爐具回家自行安裝，不排除
因接駁喉管不慎導致氣體洩漏仍
懵然不知，結果在抽煙點火時引
發爆炸起火，發出隆然巨響，單
位玻璃窗亦被震碎，事主手腳多
處燒傷逃出單位，獲鄰居協助報
警送院及拖喉救火，並取出保鮮
紙為男子包紮傷口。
現場為彩湖樓16樓一單位，意

外燒傷男戶主姓李（53歲），獨
居上址。有街坊指，李喜歡網
購，經常購買傢具自行動手安
裝，早前曾因裝修聲響擾民而被
街坊投訴。至近日，有街坊又見
到他網購回來一個石油氣爐具自
行安裝，不排除因安裝欠妥，導
致洩氣引發爆炸火警。

送威院救治 情況危殆
昨日凌晨零時許，上址單位突

然傳出一下猛烈爆炸聲響，屋內
更見冒出濃煙及火光，驚動不少
住客察看及報警。在消防員到場
前，有鄰居目睹男戶主逃出單
位，手腳燒傷坐在地上待救，街
坊立即拖喉協助救火，並取出保
鮮紙替他包紮。未幾，消防員趕
抵開喉灌救，迅將火救熄，救護
車則將受傷仍清醒的男戶主送往

沙田威爾斯醫院救治，現時情況危殆。
事後後，肇事單位牆上有熏黑痕跡，玻璃

窗碎裂。消防處經調查，初步不排除火警涉
及石油氣氣體洩漏，其間有人在抽煙點火時
引發爆炸火警，事件無可疑。由於現場單位
僅得男戶主獨居，受傷入院後屋內無人，警
方只好將鐵閘鎖上鐵鏈，並貼上通告，提示
戶主可致電聯絡上水警署。另亦有石油氣公
司在單位外鐵閘貼出維修通知卡，指昨日派
員上門檢查時，無人應門入內。
機電工程署指出，使用住宅式氣體煮食爐

具時，必須購買經機電工程署批准並附有
「GU」標誌的住宅式氣體煮食爐具，並閱
讀及了解煮食爐具生產商所提供的使用說明
書。此外，煮食爐具必須由註冊氣體工程承
辦商僱用的註冊氣體裝置技工進行安裝和測
試，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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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貨機錯誤進入未啟用的滑
行道。 網上圖片

▲涉事貨機事後被安全拖往停機
位停泊。 網上圖片

●署理行政
長官李家超
於儀式中在
紀念龕前致
獻花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