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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全國政協委員、同心俱樂部
監事會副主席、香港先通投資集團董事長鄭旭
於2月28日在海南病逝，享年65歲。全國政協
委員、同心俱樂部主席陳紅天昨日撰文悼念，
對其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深切的懷念。

鄭旭是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第
七、八、九、十、十一屆政協委員，第十一屆
四川省政協常委，四川海聯會副會長。他居港
三十多年，積極參與香港回歸、維護 「一國兩
制」 ，為國家、為香港特區建言獻策。不僅如
此，鄭旭還為香港的社會文化事業作出積極貢
獻，受到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的表彰。他長期
從事石化、能源商貿進出口業務，為國家戰略
能源儲備做出了積極貢獻。同時，他還積極參
與社會慈善公益、教育醫療事業，在四川、貴
州、河南、甘肅等地共同捐建 「希望小學」 、
中學教舍、殘疾人福利工廠、老人福利院等
等。

陳紅天沉痛哀悼好友
陳紅天表示，鄭旭是他非常要好的朋友。

香港回歸後，原 「港督府」 作為行政長官官
邸，特區政府公開徵集更名 「稱謂」 ，鄭旭建
言 「禮賓府」 ，獲得採納，沿用至今。據介
紹，當年鄭旭為行政長官官邸 「新名」 反覆思
考不得要領，便拿出珍藏的茅台酒，從晚上七

點多到凌晨一時，一斤茅台喝下，靈感突起，
一揮而就，提筆寫下 「禮賓府」 的名稱及文
案。這個故事直到2017年香港回歸20周年時，
方為外界所知，他的謙遜低調由此可見一斑。

陳紅天透露，鄭旭育有兩女一子，從小到
大受到良好的教育，負笈美國，才華橫溢，相
信他們將守護其父的信念，繼承他的遺志，傳
承他的精神，為社會為公司多做有意義的事
情。陳紅天滿懷深情地說： 「鄭旭的逝世，是
他家族、企業的巨大損失，也是社會和各界朋
友的重大損失。斯人已去，風骨長存。鄭旭，
你一路走好。」

全國政協委員鄭旭病逝 享年65歲 【大公報訊】記者韓玉琼報道：中大學生會幹事
會當選內閣 「朔夜」 因其政綱內容涉嫌違法，故中大
在勸告不果的情況下，發聲明要求其註冊為獨立社團
或公司，以及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朔夜」 最終繼日
前撤回政綱後，昨日在記者會上宣布全體請辭，聲稱
受到壓力及威脅。中大昨夜嚴正澄清，對於學生會幹
事會對中大的失實言論深表遺憾。

「朔夜」 會長林睿睎昨在記者會上聲稱，撤回政
綱是因為校方多次施壓，例如校方曾分別約見其他中
央學生團體，若承認 「朔夜」 地位，其他學生組織地

位將會受影響。他又稱成員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而
今次的辭職不是向中大高層 「屈服」 云云。

中大昨夜回應稱，從來沒有或意圖 「威嚇」 及
「孤立」 學生會幹事會或任何其他學生組織，亦從來
沒有反對及阻礙任何學生關注時事及社會議題，對於
學生會幹事會今午發表的失實言論表示非常遺憾。中
大稱，早前公布對幹事會採取的行動，是基於幹事會
成員發表涉嫌違法及失實的言論，為保障大學及全體
員生的利益，校方必須謹慎評估法律風險及確保行政
資源適當運用。

中大：從沒阻礙學生關注時事

新任廣播處長李百全昨日履
新，接替提前半年解約的梁家榮。
港台製作人員工會對剛到任的李百
全施下馬威，數名工會代表手持標

語在場請願，以戰鬥格 「迎接」 新處長。
政府上月公布香港電台管治及管理檢討報告，揭

露港台存在各項管治上嚴重缺失，管治責任背後誰該
負責？不言而喻。這是李百全走馬上任廣播處長的主
要原因，職責是撥亂反正。

長期以來，港台在少數人把持下，打着編輯自主
旗號，販賣違反事實信息，利用公共資源拖政府施政
後腿。港台個別人只強調編輯自主，卻將編輯責任及

報道持平的編輯原則扔進垃圾桶，企圖將港台變成反
中亂港陣地。

李百全走馬上任發表關於確保港台在《香港電台
約章》下的編輯自主，亦要履行編輯責任，發放準確
資料，保持持平及不受政治因素影響的言論。這是針
對港台某些人斷章取義，只強調編輯自主，販賣違反
事實信息，迴避編輯責任而來。

習慣了斷章取義的個別港台中人，對全面、準
確執行《香港電台約章》必然不惜代價加以阻撓。
社會各界寄望李百全致力確保港台全面履行《香港
電台約章》同時，繼續監察港台運作，使之重回正
軌。

港台須重回正軌
透視鏡

蔡樹文

名潮食館至今已有48人確診，包括22名食客、9名
員工、17名密切接觸者；K11 MUSEA另有三個商戶有
職員或食客確診，病發期間都有於商場逗留。衞生署副
署長林文健指出，名潮群組內有30%個案無病徵，且仍
有15名去過名潮食館的食客未找到，情況令人擔憂。

亦可能茶水間播毒
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昨

日聯同多名政府人員到K11視察。他指出，名潮食館共
有兩層，包括一樓及地下，特點是所有染疫食客全部屬
地下，經討論後相信兩種原因引致爆發：其一是輸送空
氣的喉管狹窄，鮮風輸送量僅達正常的三分之一，故空
氣流動非常差，令病毒在短距離內經空氣傳播，帶病毒
的空氣亦未能抽走，導致感染風險增加；其二是茶水間
播毒，因地下層茶水間是將所有餐具放置在同一地方，
沒有分開乾淨及已使用，當器具員工手部受感染，則會
令使用茶水間人員與食客交叉感染。

袁國勇續指，目前仍未解釋到另外三個店舖出現確
診案例的原因，會在水流走過的地方取拭子樣本，分析
K11 MUSEA所有個案的病毒基因，應在兩天內有結
果。他估計染疫員工或在中午時有光顧同一食肆，但認
為K11 MUSEA是安全的，因視察後認為通風地方沒問
題，而每個商戶通風系統都是分開的，廁所抽風亦做得
很好，問題是 「名潮食館」 內的通風。

工程師學會會長源栢樑表示，除了輸送空氣管道
窄、送風量不足，亦留意到餐廳內的環境較局促，懷疑
涉事餐廳的樓底較低，加上座位之間的距離亦相對較
近，增加短距離傳播風險。他指出，鮮風系統改建工程
較複雜，須視乎整個冷氣機組、風櫃結構或天花內的空
間，若加大鮮風系統，或需壓縮樓底，建議食肆有需要
可考慮安裝其他換器設備，如高效能空氣微粒子過濾
器。

至於有其他樓層商戶出現確診個案，源栢樑估計，
病毒擴散至其他樓層的可能性不大，因為一般而言餐廳
氣流是由商場大堂門口流入，經廚房抽出街外，或有獨
立的輸送空氣管道，推斷經空氣管道擴散至其他樓層的
可能性較低。

餐飲業須設「執枱專員」
政府昨日宣布，新一輪防疫措施延長14日直至本月

17日，餐飲業要設 「執枱專員」 ，專職收拾餐枱餐具，
如果未能設立，就要確保員工完成每輪工作後，用酒精
搓手液消毒雙手或更換手套。此外，政府將會要求餐飲
處所加強空氣流通，每小時換氣率需達六次，否則要設
置符合規格的空氣淨化設備，期望業界在下月底或之前
完成有關要求。

本港新增14宗確診個案，
11宗屬本地感染，其中五宗源
頭不明，包括Canon相機維修

員、演藝學院兼職教師、中九龍幹線啟德西地盤
保安員等，其中中九龍幹線保安員發病七日仍上
班。此外，K11 MUSEA地下的 「名潮食館」 群
組再多四人確診，累計48人染疫；同屬商場地下
的Twinkie Cookies，一名員工亦初步確診。

昨日再多一名確診患者不治，本港累計200
名染疫者離世。大公報記者分析發現，200名染
疫過身者，年齡介於39歲至98歲之間，包括117

男和83女，近八成死者為70歲及以上長者，其中
無源頭個案死亡率為39%。離世者涉及17個群
組，當中最多人來自 「歌舞群組」 ，有18人，佔
4.5%。名列前三的另外兩組分別為康和護老中心
黃金分院群組和港泰護老中心群組，死亡人數分
別為11人及9人。

第四波疫情來勢洶洶，多名患者的離世情況
令人唏噓。居於鑽石山宏景花園2座的42歲女病
人（第6971宗）無長期病患，去年12月3日發
病，染疫源頭不明，三日後因發燒、咳嗽及氣促
入住伊利沙伯醫院加護病房，入院後一直要用呼

吸機，七日確診後翌日便轉為病危，12月12日離
世，是香港第三年輕死者。

李偲嫣未確診已病逝
62歲的 「正義聯盟」 創黨主席李偲嫣（第

7916宗）則是 「未確診已病逝」 。李偲嫣與丈夫
12月10日首次新冠肺炎檢測結果呈陰性，但隔十
多日才獲通知，而李偲嫣在12月16日送院後已證
實不治。謝鋮浚更是在太太離世後三日才獲送往
檢疫中心，翌日做檢測其後確診，即前後共花了
12日才找出一名確診者。 大公報記者解雪薇

全港累計200人染疫亡 歌舞群組最多

【大公報訊】記者賴振雄、陳詠韶、郭恩
卓報道：私家診所最快今天（2日）加入接種行
列，為市民接種疫苗。另外，五個優先組別人
士，明日起可預約在七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
種復必泰疫苗，預約時段有三個星期，由3月10
日至3月30日，名額超過14萬個。

油尖旺最多私醫參與
政府昨日公布提供疫苗接種的私家醫生名

單，暫時有833名醫生參與提供科興疫苗接種，
遍布全港多區，當中油尖旺區佔120位醫生冠絕
全港18區。私家醫生林永和是其中一位參與計
劃的醫生，他說，預訂的80劑科興疫苗昨早11
時送抵診所，不消一會已迅速被預約，已安排今
天起每天分上下午時段為市民接種， 「近日接獲
近千個預約接種疫苗的電話，約九成已預約人士
為60歲以上的優先群組，只有少部分是陪伴70
歲以上長者來一起打針的。」

林永和表示，接種者來診所與社區疫苗接
種中心打針是會有些分別，診所醫生有責任仔細
問清楚接種者的病歷，有需要又會替接種者量血

壓和血糖，避免因身體不適而打針後出現不良反
應， 「第一日接種要熟習流程，所以只會接種
20至30針，之後可以加快接種。」 至於會否要
求政府增加每次訂量至120針，他認為要取決
於疫苗送貨速率，如果送貨慢，可提升每次
訂量；但如果送貨快，就不用加碼，以免造
成藥物雪櫃堆積疫苗的負擔。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過去三日
已有逾兩萬名市民接種科興的新冠疫苗，昨日再
次開放的預約系統，至下午二時，已經有超過
13.5萬人預約。市民本星期三可於網上預約接種
復必泰新冠疫苗，暫時名額約有14萬個，為期
約三星期。

不過，疫苗預約系統持續網絡塞車，資訊
科技專家、香港智慧城市聯盟創辦人楊全盛認
為，優化版面設計、加快確認短訊，有助縮短輪
候時間。他又稱，若然投放更多資金，的確可以
改善系統容量，但要視乎成本效益， 「就算同一
時間，可容納更多的人登記，但如果需求持續高
企，只等如放更少少人同時登記，大部分的人仍
然要等。」

明起可預約七接種中心打復必泰

尖沙咀K11 MUSEA 「名潮食館」
感染群組持續擴散，至今累計48人確
診，商場閉館時間將延長三日至本周五
（5日）。政府專家顧問視察後發現，食
肆的鮮風量僅達牌照要求的三分一，或
令空氣滯留，引致短距離空氣播毒；亦
可能是茶水間交叉感染。政府宣布，社
交距離措施周四起再延長14日至3月17
日，並要求食肆增設 「執枱專員」 或實
施替代方案。

群組增至48人 K11 MUSEA閉館至周五
疫

情

擴

散

大公報記者 吳嘉鈴（文） 蕭霖（圖）

接種地點
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
觀塘曉光街體育館
荔枝角公園體育館

元朗體育館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

西灣河體育館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上水龍琛路體育館

預約接種復必泰安排
預約時間：3月3日起
預約名額：超過14萬個

開放對象：五個優先組別人士
接種時間：3月10日至30日

▼

五
個
優
先
組
別
人
士
，
明
日
起
可
預
約
在
七

間
社
區
疫
苗
接
種
中
心
，
接
種
復
必
泰
疫
苗
。

圖
為
優
先
組
別
接
種
科
興
疫
苗
。

▲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指出，
名潮鮮風輸送量僅達正常的三
分之一，導致感染風險增加。

鄭旭
享年65歲

名潮缺鮮風 料近距空氣播毒

◀K11 MUSEA名潮食館感染
群組擴大，商場閉館時間延
長三日至本周五（5日）。

再添亡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