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新增33宗確診個案，當中30
宗涉Omicron。另有30多宗初步陽性，
其中5宗涉變異病毒株，政府昨晚先後
圍封他們居住的樓宇，包括鴨脷洲漁
安苑碧安閣、北角城市花園1期3座、跑
馬地鳳輝臺18-19號、大埔舊墟美新
大廈，以及馬鞍山錦豐苑錦萱閣。

增一印傭染疫 曾到教會街市
由國泰空姐母親延伸的 「維園跳

舞群組」 ，昨日再增四人初步確診。
其中一名印傭居於大埔舊墟美新大
廈，是早前染疫、昨日確診的43歲印
傭（第12805宗）的朋友。她近日多
次到炮台山海景大廈的教堂參與聚
會，並在教會與朋友過夜。其中1月2
日到教會時，她與同場的43歲印傭傾
談一小時，其間曾擁抱。張竹君估計
該名初確印傭由此感染。

該名初確印傭在病毒潛伏期間，
涉足多地，包括1月1日與兩名友人到
知粥嘗樂吃早餐，之後再回教會唱歌
跳舞，其間有戴口罩；下午又與三名
友人往泰出色泰國餐廳吃午餐，然後
再返回教會與四名朋友過夜。她於1月
3日、5日亦去過大元邨街市，其餘時
間大部分留在僱主家中。

第二名初確患者牽涉另一餐廳，
該名63歲男子在12月30日於銅鑼灣皇
室堡的「東海薈．拉斐特」吃早餐，而空
姐母親亦在相若時間出現該處，兩枱
距離很近。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
任張竹君稱，不排除餐廳已出現新傳
播鏈。目前餐廳已關閉，衞生防護中

心及機電工程署代表昨日到店調查。
第三名初診患者是73歲的退休婦

人，她居住於北角城市花園3座，12月
31日曾到銅鑼灣社區中心與國泰空姐
母親跳舞，之後成為密切接觸者，與
家人一同送到檢疫中心。她於病毒潛
伏期間到過多間餐廳，做過按摩等。

第四名初確患者是67歲家庭主
婦，居於跑馬地鳳輝臺19號，她於1月
1日與約15名友人在銅鑼灣皇室堡6樓
的「富軒」分兩桌聚餐，當中包括空姐
母親的48歲女友人（第12806宗）。
她之後數日到過灣仔集成中心 「香港
地」 、御寶軒、Outback Steakhouse
等餐廳吃飯，到過黃泥涌運動中心教
一位學生八段錦，又去過黃泥涌街
市、銅鑼灣街市，到兒童醫院隔着玻
璃探望孫兒。她沒有病徵，1月5日早
上到鄧肇堅醫院檢測，結果呈初步陽
性，昨日送院（見表）。

張竹君：傳播鏈複雜 涉及多人
張竹君表示，目前除了又一城望

月樓群組外，跳舞群組又牽連出多條
傳播鏈，包括拉斐特餐廳、陸田園餐
廳、外傭教會、銅鑼灣社區中心跳舞
群組等，傳播鏈複雜，涉及人數多。
張竹君說，追蹤所有密切接觸者有挑
戰，要靠市民接受強制檢測發現個
案，其中陸田園餐廳當日有20人用
膳，仍有10位顧客失聯。她又稱，外
傭聚集情況令人擔心，若愈來愈多外
傭確診，相信政府不會排除採取一切
可行措施，堵截社區傳播。

社區爆疫危機四起，政府昨晚突擊圍封五
區。本港昨日新增33宗個案，國泰空姐的母親觸
發的「維園跳舞群組」再牽出多條傳播鏈，最新中
招的四人，包括外傭教會活動上的一名印傭，及與空
姐母親同場吃飯的皇室堡男食客。患者涉足地方愈
來愈多，密切接觸者人數激增，衞生防護中心坦言

追蹤有挑戰，希望有關市民立即檢測並聯絡衞生署。

大公報記者 陳詠韶（文） 蕭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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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疫情反彈增強市
民接種意欲，昨日有4.1萬人接種新
冠疫苗，包括1.8萬人打第一針，
4000多人打第二針，1.8萬人打第三
針。十間社區疫苗中心當中，七間
於未來三周預約爆滿。公務員事務
局局長聶德權昨日表示，兩周內或
會重開一至兩間社區疫苗接種中
心，應對需求。

聶德權表示，距離政府在農曆
新年擴大疫苗氣泡尚有七星期，目
前接種率達73.4%，每日社區接種
中心可以處理接種四萬劑疫苗，近
日每天接種量激增。因此，未來社
區疫苗接種中心將開放多一個星期
預約時間，方便市民預約，即合共
提供四星期的預約時間。社區疫苗
接種中心或公立醫院接種站將增加

接種間。因應需求，希望兩星期內
重開一至兩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
席劉宇隆表示，政府收緊社交距離
措施，是為接種疫苗買時間。他指
近日預約接種疫苗人數增加，14日
內預約已爆滿的情況是不能接受。
他知道政府已計劃重開部分疫苗接
種中心，但不應只限於兩或三間，
應該貼近市民意願，做到要接種的
一周內就可接種，希望每日可以有
三萬人接種首劑疫苗，到一個月後
可達近九成接種率。

劉宇隆又稱，除了要提高長者
接種比率外，當局亦應盡快放寬接
種年齡到5歲甚至3歲，為小童提高
保護。假如學校出現爆發，相信停
止面授是無可避免。

1200外傭難來港 僱主人財兩失

跳舞群組爆多條毒鏈 四人中招
增33宗確診 一晚封五區 追蹤更困難

打針激增 擬加開疫苗接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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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鍾怡報道：位
於北角的培僑中學昨日表示，因應有
學生家長初步確診新冠肺炎，決定停
課三天。這是Omicron病毒在本港爆
發以來，第二間學校停課。

北角培僑中學校長伍煥杰接受
《大公報》訪問表示，前日（5日）凌
晨接獲通知，一名中三學生的母親初
步確診，校方立即通知校董會。學校
緊急開會後，決定由當日起停課三

天，並在清晨七時前通知好家長、老
師及校巴公司。專業清潔公司將到校
深度消毒。

伍煥杰說，校方與該學生保持聯
絡。據悉，該學生已和父親被送往竹
篙灣檢疫中心隔離，學生母親情況穩
定。他又說，校方至今沒收到強檢通
告，但為保障師生安全，學校仍鼓勵
師生及家長自行檢測。已檢測的師
生、家長的檢測結果均呈陰性。

變種
風暴

◀◀北角城市北角城市
花園有住戶初步花園有住戶初步
確診確診，，11期期33座昨座昨
晚被圍封晚被圍封，，居民居民
排隊接受強制檢排隊接受強制檢
測測。。

【大公報訊】記者馮錫雄報
道：政府明日（8日）起，向八個國
家實施地區性航班熔斷機制，包括
菲律賓，措施為期14日。香港僱傭
公會估計，有關安排影響1200名外
傭未能如期來港工作，僱主要賠上
檢疫房間訂金，外傭來港也遙遙無
期。

外傭檢疫隔離的酒店房間長期
供不應求，不少僱主搶不到隔離房
間，被迫額外斥資3000至6000元光
顧 「黃牛黨」 ，由於一般隔離酒店
房間也要先支付全額，估計每名僱

主合共損失接近兩萬元。
另外，國泰航空早前因應政府

收緊機組人員檢疫要求，暫停所有
長途貨運航班七日。

今日（7日）開始國泰航空將會
復飛，部分長途貨機並會維持區域
貨運航班服務。

不過，國泰航空表示，因應政
府提出更嚴格的機組人員檢疫措
施，只能提供疫情前約20%的貨運
運力及2%的客運運力，但仍然會在
最新防疫規定下，盡力提供更多貨
運服務。

兩群組兩群組
新增確診與初確患者新增確診與初確患者

新增1宗確診

63歲退休女子（第12822宗）
•住九龍塘又一村樂景樓，在望月樓用膳
當日坐在34歲搭棚工人附近

新增4宗初步確診

新增4宗確診
43歲印傭（第12805宗）

•是空姐母親朋友的外傭，空姐母親與外
傭見過面

48歲女子（第12806宗）
•是空姐母親舞友，二人曾在維園一起跳舞

59歲女子（第12821宗）
•是空姐母親友人，曾同時段在 「陸田園
餐廳小廚」 吃飯

63歲男子（第12825宗）
•其確診太太是空姐母親的舞友，曾同時
段在 「陸田園餐廳小廚」 吃飯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北角空姐母親維園跳舞群組

望月樓群組

印傭
•與3名僱主居住大埔舊墟美新大廈
•1月2日與群組內的43歲確診印傭參加過
教會活動，二人對談一小時並擁抱

63歲男子
•12月30日在銅鑼灣皇室堡的 「東海薈．
拉斐特」 飲早茶，與空姐母親用餐時間
相若，餐枱相近

73歲退休女子
•居住北角城市花園3座
•12月31日與空姐母親一起跳舞，當日曾
到 「泰金香小廚」

•1月1日到炮台山 「大快活餐廳」
•1月2日到銅鑼灣紀律部隊體育中心跳
舞，到「四季軒」與數位朋友吃飯

•1月3日到 「足福里」 按摩，以及 「意蠔
屋」 吃午餐

67歲家庭主婦
•1月1日與約15名友人在銅鑼灣皇室堡的

「富軒」 聚餐，當中包括空姐母親的48
歲女友人（第12806宗）

•之後數日到過灣仔集成中心 「香港
地」 、御寶軒、Outback Steakhouse
等餐廳吃飯

有家長初確 培僑中學停課三天

以身作則打疫戰落實行政主導 展示立會新氣象

龍眠山

一場生日宴可能成為Omicron傳
播的溫床，這是昨日的最大新聞。出
席聚會的有官員、議員及城中名人共
一百多人，更有一名Omicron初步確
診者，結果不少與會者淪為密切接觸
者，被送入竹篙灣檢疫中心隔離，包
括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

Omicron來勢洶洶，又一城 「望
月樓」 確診群組日前爆發，專家一早
警告香港處於第五波疫情臨界點，全
城嚴陣以待。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早
有聚會安排也應該推遲或取消，可惜
有人麻痹大意，生日會照常舉行。從
網絡上流露出來的現場照片所見，與
會者玩得盡興，儘管當事人表示，已
按照防疫要求做足安排，但事實說
明，這場聚會已成為病毒傳播的平
台，可能危及全港抗疫大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坦言，對疫情
下仍有多名官員出席生日聚會感到失
望，批評他們未能以身作則， 「表現
不佳」 ，政府會嚴肅跟進此事。徐英
偉發帖道歉，表示需要對自己的錯誤

負責任，遵守規定接受隔離，亦會吸
取教訓，以後不會再犯。他保證會深
切反思，今後更加努力做好工作，不
能辜負大家的期望。

知錯而能改，這是好事，對全社
會來說，今次事件足以為戒。病毒不
管你是什麼身份、什麼背景，更不理
你有無特權，只要防範鬆懈，就會乘
虛而入。香港已先後爆發五波疫情，
哪一次不是因為防疫鬆懈而導致？

香港已為此付出慘重的社會和經
濟代價，就以今次疫情來講， 「隨時
待命」 的通關勢必受影響，打碎了多
少人的希望？事實再次證明，香港在
「外防輸入」 、 「內防反彈」 方面仍

大有漏洞，對接內地抗疫做法未竟全
功，需加倍努力。

抗疫不能有例外，越是抱有僥倖
之心，病毒越有可能找上門。特區官
員、議員作為管治者，更應以身作
則，嚴格遵守限聚令。否則抗疫口號
喊得再響亮，又如何能
取信於民！

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對新一屆立法會議員提出 「五
點希望」 ，強調立法會要 「回歸本
位」 ，落實行政主導體制，立法與行
政之間是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且
重在相互配合的關係。這一講話正本
清源，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意
義，不僅是對立法會議員的要求，同
時也是向香港社會發出的重要信息。

立法會 「回歸本位」 ，必須把握
好立法會的憲制地位。首先，立法會
是 「一國兩制」 下的地方立法機關，
其權力全部來自中央通過基本法作出
的授權，且受到中央作為授權機構的
監督，議員在立法會中的言行也要遵
守基本的政治規矩。議員要成為真正
的民意代表者，必須是堅定的愛國
者，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
利益，並敢於同危害國家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的言行作鬥爭。

其次，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實行
行政主導體制，立法會是行政主導體
制下的立法機關，這決定了立法會與

行政機關之間的關係是相互制衡和合
作的關係，而且合作是主要的關係。
行政、立法各有憲制角色和分工，最
終目的都是維護國家安全及香港整體
利益，為港人謀福祉。眼下的香港，
正處於一個關鍵時期，立法會切實發
揮好在 「一國兩制」 實踐和香港治理
中的應有作用，才能逐一破解市民呼
聲最強烈的房屋、醫療、安老、青
年、經濟可持續發展等問題。

議員要主動支持、配合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開
創良政善治新局面。但需要強調的
是，這種支持絕不是 「盲目支持」 ，
中央絕不希望立法會成為橡皮圖章、
表決機器。而是要繼續依法行使監督
權，對特區政府作出善意、誠懇的批
評，不越位、不缺位，不瀆職。要做
到這一點，每位議員都要勤勉、務
實、貼地、廉潔；要勤於學習，不斷
提升參政議政能力；更要善於團結協
作，不斷提高立法會工作效率和整體
的戰鬥力。

夏寶龍主任的 「五點希望」 ，固
然是對全體立法會議員提出的要求，
但何嘗不是對全香港社會提出的希望
和要求？每一位香港市民都應該成為
立場堅定的愛國者，堅定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與發展利益；都應該成為行政
主導的維護者，積極支持、監督政府
施政；每一位管治者，都要深入社區
和界別，了解民意、洞悉民意；也要
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培養
世界眼光和戰略思維，不斷提高服務
民眾、服務香港的能力。

事實上，良性互動，真誠溝通，
從大局出發，求同存異，共同為香港
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服務，展示團
結、文明、和諧、高效的新形象，這
正是當前香港社會最需要的新風貌、
新氣象，需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全
面貫徹夏寶龍主任的 「五點希望」 ，
堅定落實行政主導體制，我們相信，
一個更高效的立法會，一個更有活
力、更團結的香港一定會展現在世人
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