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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宗無源頭個案中，其中兩名涉及
高接觸行業，分別為駕駛荃灣觀塘佐敦
等路線的紅Van司機及在周大福油麻地
及上環分店的銷售員。張竹君表示，二
人傳播風險均不高，因乘客一般與司機
甚少接觸，不排除付費時或導致病毒傳
播，如乘客有憂慮可檢測。至於周大福
職員，工作時有戴口罩，若無除口罩、
亦無長時間接觸，相信傳染給顧客機會
不高。

美聯兩員工中招 百人檢疫
10多宗初步確診個案中，有四人

屬無源頭，其中一位為永康街福源廣場
美聯物業的IT工作者，該公司早前亦有
IT工作人士染疫，惟不屬緊密接觸者，
防護中心認為或存在環境污染，有機會
令辦公室爆疫，整間公司約100人須檢
疫。另有一名66歲女性陪月員初步確
診，她居於藍田安田邨安健樓，最後返
工日為11日。張竹君指，該患者所住大

廈同一座向的單位早前有人染疫，與患
者是 「樓上樓下」 ，感染源頭或與大廈
環境有關，已建議接受陪月員服務的家
庭接受檢測。

張竹君認為本港疫情仍未完全穩
定，確診數字不高但無源頭個案仍高，
代表社區傳播鏈未斷，新年期間不少市
民有聚會，加之近日亦放寬措施， 「大
家就算出街、各種聚會，都要減少時
間、人數，可免則免，因為疫情隨時會
反彈。」

專家籲勿報復式消費聚集
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指，本港連

續四日的病毒即時繁殖率和確診數字都
持續上升，相信跟拜年聚集及多個界別
從業員須檢測才復工發現陽性個案有
關。他擔心社交距離措施放寬會令確診
數字再上升，令第四波疫情難以斷尾，
呼籲市民盡量不要作報復式消費和極端
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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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不明個案高企，火頭處處或令疫情隨時反彈！本港
昨日新增的19宗本地確診中，六宗屬源頭不明包括發病後仍
有返工的紅Van司機和周大福銷售員。美聯物業荔枝角辦公
室疑爆疫，兩位非密切接觸的IT職員先後中招，全公司約
100人須檢疫。逾10宗初步確診者中亦有四人源頭不明。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指出，無源頭個案
未有大幅下跌，擔心新年期間聚會及放寬措施令疫情反
彈，呼籲市民減少聚會及外出時間。有專家稱本港病
毒即時繁殖率連續四日上升，憂慮疫情反彈，呼籲

市民切勿 「報復式消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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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解雪薇（文） 賀仁（圖）

【大公報訊】記者解雪薇報
道：市區重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昨
在網誌中表示，月中將推出加強功
能的 「健康碼」 2.0版本，加入掃
描 「安心出行」 場地二維碼功能，
讓同事可以偵測定位，預早編排行
程以避免接近或進入疫廈；同時記
錄進出室內場所資料，提升程式出
行記錄的準確度，加強防疫能力。

加入綠黃紅警示
韋志成指，較去年10月首次

推出的 「健康碼」 版本，新版本可
掃描 「安心出行」 場地二維碼，記
錄處所資料、進出場所的日期與時
間，直接與當局的確診個案大廈資
料庫連結，以互動地圖方式標示疫
廈的位置及其200米直徑的範圍，
以便職員避免走近高風險區域。

新版本加入 「綠、黃、紅」 三
色健康風險提示， 「綠碼」 是未曾
進入和逗留在有感染風險的地方，
但當程式偵測到職員進入疫廈的

20米直徑範圍會發出第一次感染
風險提示，逗留疫廈範圍達到八分
鐘會發出第二次提示，並轉為 「黃
碼」 ，需向上級報告逗留具體位置
及事由，再由管理層解除。若職員
確診，則調升至最高級別的 「紅
碼」 ，程式會自動通報所屬部門主
管從而採取相應的控疫措施。

韋志成稱，正爭取申請兩個中
西區和土瓜灣的重建項目，望短期
內獲得批准，屆時會派調查員到涉
事單位收取資料。

韋志成續指，市建局團隊十分
明白職員重視私隱，新版程式將所
有定位記錄改為儲存在職員的個人
手機內。

韋志成又指，現時全球多個國
家已推出不同的 「健康碼」 應用程
式，以協助檢疫部門識別和追蹤確
診人士及其緊密接觸者。他認為，
政府、市建局以至業界持份者，應
齊心一致，推動抗疫追蹤程式的應
用和普及。

市建局健康碼加入安心出行

本港疫情最新數字
染疫總數*

單日新增*

累計死亡
*截至今日凌晨統計數據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院管理局

10869人

20宗
（19宗本地個案，1宗輸入個案）

197人

•筲箕灣明愛樂義學校群組：

新增四人確診及兩人初步確診，累計七
人染疫，21名學生和40名工作人員須檢疫。

•部分無源頭個案：

─紅Van司機：69歲男子（第10856
宗），2月18日發病，居於葵聯邨聯欣樓，
發病前曾駕駛荃灣往來觀塘、佐敦、青山道
路線，小巴車牌為NB4143。

─周大福銷售員：35歲男子（第10869
宗），2月14日發病，於油麻地第二分行及
中環PMQ元創坊Loupe工作，最後返工日分
別為2月9日及2月19日，工作期間有戴口
罩，少於10名同事須檢疫。

新增強制檢測大廈名單
•葵涌葵聯邨聯欣樓

•粉嶺皇府山第五座

•觀塘翠屏北邨翠楠樓高座

•深水埗福華街48A-48B號及
石硤尾街27-29號

•將軍澳尚德邨尚信樓

•黃大仙慈雲山慈正邨正怡樓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院管理局

無源頭確診高企 疫情隨時反彈
紅Van司機周大福店員染疫 發病照開工

辭職是夏博義唯一出路

龍眠山

已淪為過街老鼠的大律師公會主
席夏博義，揚言不會退出英國自由民
主黨，也不會辭主席一職，擺出 「誰
奈我何」 的姿態。這只能說明，夏博
義不僅狂妄自大，而且不長記性。

同樣是大律師的公民黨郭榮鏗，
曾濫用臨時主持的權力在立法會搞攬
炒，在激起公憤、港澳辦及中聯辦發
表聲明譴責後，郭榮鏗依然嘴硬，盡
顯 「我是大狀我怕誰」 的囂張。到頭
來，郭榮鏗被DQ議員資格，宣布永
遠退出政壇，更連累公民黨在立法會
「一鍋端」 。

再看黎智英，身為傳媒大亨，又
是外部勢力在港利益總代理人，更是
美國副總統及國務卿的座上客，論名
氣、身家及在攬炒派中的地位，比夏
博義不知強了多少倍。他本人也有恃
無恐，不把特區政府放在眼內，國安
法落實後仍頂風作案。如今的他，官
司纍纍，鐵鏈纏身，正在赤柱監獄
「度假」 且不得保釋。

還有戴耀廷， 「佔中」 的始作俑

者及攬炒的鼓吹者。當年高呼 「去
飲」 時，是何等的威風八面；撰文
「真攬炒十步，這是香港的宿命」

時，又是何等的得意忘形，但最終逃
不了攬炒者必自炒的命運。

攬炒派有一個共性，就是高估自
己的能量，低估中央及特區政府撥亂
反正的決心及能力，結果無不是自取
其辱。就夏博義而言，他以英國政客
的身份當選大律師公會主席，本身就
涉及利益衝突；他利用公會主席身份
攻擊國安法，更是陷大律師公會於危
險境地。有建議引用《社團條例》取
締大律師公會，或者另起爐灶，成立
認證大律師資格的新組織，這些都值
得研究。再說，夏博義帶頭成立的
「香港人權監察」 多年來接受外國獻

金，有勾結外力、違反國安法之嫌，
法律不會是擺設。

夏博義的前景不會比郭榮鏗們好
到哪裏去，大律師公會需要及時 「切
割」 ，不要淪為夏博義
的 「陪葬品」 。

▲周大福一名銷售員染疫，其曾工作
的油麻地分店已暫停營業。 中通社

▶放寬防疫
措施首個星
期日，商場
人頭湧湧。

完善選舉制度 確保愛國者治港
三位研究基本法的權威學者王振

民、韓大元、何俊志，日前分別接受
新華社採訪，指出香港選舉制度所存
在的問題，對香港社會穩定及國家安
全構成安全隱患，建議優化制度確保
選舉安全，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
則。有關建議在香港社會引起廣泛共
鳴，反映進一步完善選舉制度，已成
當務之急。

「愛國者治港」 不是新提法，而
是 「一國兩制」 的應有之義。上世紀
八十年代，鄧小平構思 「一國兩制」
時，就明確提出 「港人治港」 有個前
提與標準，就是必須 「由以愛國者為
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 。習近平主
席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將 「愛國者治
港」 上升到 「根本原則」 的高度來認
識這一關鍵問題。

香港回歸二十多年來，香港特區
民主制度在法治的軌道上前進，但也
要看到，隨着時間推移，選舉制度中
的一些漏洞及缺陷也逐漸暴露出來，
如果不及時處理，就無法確保 「愛國

者治港」 。
這些漏洞及缺陷，主要表現在五

大方面：出現違反基本法初心和基本
法確立的選舉制度原則的現象；無法
有效保證候選人符合愛國者標準，部
分持 「港獨」 立場的候選人 「入閘」
且當選；國家意志和利益以及香港社
會的整體利益無法有效體現在選舉制
度的運行之中；選舉的民意代表性不
足。還有，香港選舉制度對外部干預
缺乏應有的防範機制，外國反華勢力
利用選舉破壞香港穩定、干預香港民
主發展，使得香港選舉成為危害國家
安全的高風險領域。

學者們的分析一針見血，點出關
鍵。一六年立法會選舉，選出極端分
子甚至是 「港獨」 分子擔任議員；一
九年 「修例風波」 爆發， 「港獨」 勢
力 更 是 甚 囂 塵 上 ， 大 搞 「選 舉 攬
炒」 ，不僅破壞選舉原則，也導致選
舉及立法會運作亂象層出不窮，立法
會內會更一度被癱瘓半年之久。亂象
的背後，根源在於未能有效落實 「愛

國者治港」 這一根本原則。選舉漏洞
若不能及時堵上，特區建制對亂港勢
力中門大開， 「愛國者治港」 就有被
「禍國者治港」 取代的風險，香港的

回歸將失去意義。
從另一個角度看， 「一國兩制」

是前所未有的創舉，在制度設計上不
可能盡善盡美。再說，以前也許有效
的機制也可能漸漸變得不合時宜。非
法 「佔中」 、 「修例風波」 的爆發並
非偶然，而是深層次矛盾激化的結
果，對香港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對國
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構成了嚴重
威脅，同時也讓人們看清選舉制度中
的有些規定不適合世情、國情特別是
港情的發展，不僅危及國家安全，也
使香港全社會付出沉重代價。

國安法去年落實後，香港開始了
撥亂反正的進程。選舉制度需要與時
俱進，理應有所調整，堵塞漏洞，使
之更好地體現 「愛國者治港」 這一根
本原則。這是時代發展的必然，是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根本保障。

疫情焦點

◀駕駛荃灣觀塘佐敦等路線的紅Van
司機屬源頭不明個案。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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