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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瀕臨失控 收緊措施勿遲疑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
君昨日通報疫情時神情凝重，並用上
了 「火頭處處」 、 「疫情開始變得非
常嚴峻」 、 「懷疑有超級傳播」 等字
眼，足以反映當前疫情的嚴重程度，
春節前 「疫情結束」 的美好願望已難
以實現。疫情瀕臨失控，特區政府除
了要採取有力的應對舉措外，更要在
抗疫策略方面作出調整，與其等待出
現確診個案才強檢，不如主動出擊，
擴大檢測範圍。
疫情 「非常嚴峻」 體現在兩個方
面。首先是校園個案大增，目前已有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彩虹
聖若瑟書院、美孚地利亞修女紀念中
學、鰂魚涌一家幼稚園等多所學校的
師生確診或初步確診。東涌映灣園確
診的一家三兄弟，曾到其中一所學校
的同學家中食飯，意味着他們就讀的
大嶼山國際學校及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同樣有高度播疫風險。
其次，自上月底九龍塘 「望月
樓」 群組、跳舞群組先後爆發，現在

又增加多條傳播鏈，包括地利亞修女
紀念學校群組、感染一家九口人的酒
店播疫群組、銅鑼灣寵物店群組等。
最令人擔憂的是，不明源頭個案越來
越多，昨日新增的七個本地確診個案
中，有兩個源頭不明；另有約十個初
步確診，其中也有多個不明源頭個
案，社區存在多條隱形傳播鏈，甚至
是超級傳播鏈顯而易見。一般而言，
出現第三代、第四代傳播，就代表疫
情爆發，而現在本港疫情已傳播至第
五代、第六代，說明存在大規模社區
爆發的可能性很大。
為今之計，特區政府是時候考慮
學校全面停止面授，甚至提前放寒假
了。目前學生正處於期末考試階段，
提前放假的確棘手，但由於校園人群
聚集，個別考場恐成為播疫溫床，出
於對學校師生的健康負責，也為了全
城抗疫，不能不採取斷然措施。
過去兩年間，學生無法正常上
學，大部分時間在家中上網課，孩子
們辛苦，全家人受累。好不容易去年

下半年疫情緩解，同學們重返校園，
但 「好時光」 竟然是如此短暫。這也
促使大家反思，疫情反反覆覆，如果
抗疫手段不改變，來來去去還是那些
招數，不僅校園處在關關開開之間，
整個社會也在不停地重複緊緊鬆鬆的
節奏，莫說通關無期，去年開始的經
濟復甦勢頭也可能被打斷。
抗疫時間太長，難免出現 「疲勞
症」 及 「適應症」 ，抗疫措施的制訂
及執行容易出現惰性，即不斷重複固
有的模式，包括哪裏有確診個案，就
在哪裏檢疫。疫情之初，有針對性的
強檢有效，但疫情在社區持續蔓延、
存在多條隱形傳播鏈後，說明局部強
檢已失去效用，切斷傳播鏈的最快最
有效方法是擴大強檢。即使說暫時沒
有條件全民檢測，也可以擴大強檢區
域，從中累積經驗。
抗疫不能存在半點僥倖心理，該
做的事遲早要做，早做好過遲做。香
港需要不斷總結抗疫經驗，齊心協
力，扎扎實實抗疫，爭取早日清零。

抗疫難免要作出犧牲
本港或出現首例染疫倉鼠傳播人
個案，漁護署決定人道毀滅一批倉
鼠，引起社會討論。有位父親數日前
剛買了倉鼠給兒子作生日禮物，昨日
就要上交。父親向兒子保證，疫情結
束後會再買倉鼠，兒子則回答 「倉鼠
也是一條命」 ，結果父子倆都哭了。
寵物之所以是寵物，主人肯定投
入了感情，何況倉鼠性格溫馴，模樣
可愛，因此在不少人眼中，對倉鼠
「人道毀滅」 顯得過於殘忍。但在抗
疫大原則面前，有時不得不作出一些
犧牲。
有專家指出，哺乳類的倉鼠基因
與人類極為相近，傳播人的風險高。
就本港情況來看，相關倉鼠都是入口
自荷蘭，可能進入香港前已有病徵，
並污染了寵物店及倉庫的環境，倉鼠
之間也可能出現交叉感染。由於倉鼠
可能成為新的傳播鏈，嚴重威脅市民
的生命健康，從公眾衞生安全角度出
發，必須採取果斷的舉措。
值得一提的是，漁護署的有關決

定並非 「一刀切」 ，而是針對去年底
及今年初從荷蘭入口的兩批倉鼠，一
共約2000隻，另外受到污染的部分小
動物也要處理。至於之前入口的倉
鼠，並不在人道毀滅之列。
有人或會問，如果對倉鼠的檢測
結果是陰性，寵物主人檢測結果也安
全，是否可以免於 「殺鼠令」 ？理論
上也許如此，但事實上，倉鼠感染也
有潛伏期，更何況目前疫情快速蔓
延，大批市民等待檢測，早前屯門等
地更出現排隊數小時的情況，確保市
民有足夠的檢疫資源是首要考慮。抗
疫是一場全民戰爭，在醫療資源難以
兩全的情況下，人類優先於動物是必
然的選擇。
記得年前丹麥水貂感染新冠病
毒，丹麥政府果斷撲殺千萬隻水貂，
此舉也招致了動物保護組織的抨擊。
但是，疫情當前，保障人類安全總是
第一位的。香港此次若不對倉鼠採取
果斷舉措，或會有更多
動物要被人道毀滅！
龍眠山



立法會提首個急切質詢 反映市民聲音

議員關注竹篙灣 促即改善管理
第五波疫情嚴峻，在昨日的立法會大會上，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熙提
出今屆立法會首個急切質詢，要求政府立即改善竹篙灣檢疫中心的管理措
施，亦有多名立法會議員把近期收集到的市民意見向政府反饋，呼籲政府
善用科技提升效率，同時希望加強對檢疫中心工作人員的培訓，避免他們
因防疫裝備使用不當而不幸感染。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政府已增加檢疫中心的人手和加強溝
通機制，安排人員利用資訊科技加快資料輸入和準確性，以及處理熱線查
詢和跟進工作。
大公報記者 義昊
根據《議事規則》規定，如有事項性質急切
且與公眾有重大關係，議員可請求立法會主席准
許提出急切質詢。梁熙表示，今次是 「膽粗粗」
提出急切質詢，因近期收到大量有關竹篙灣檢疫
中心的個案，且檢疫中心先後有兩名保安員確
診，擔心中心管理混亂及衞生狀況不佳，出現病
毒擴散及交叉感染，甚至令病毒流入社區，要求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交代改善措施。

陳肇始表示，當局高度重視相關事件，已作
出四項即時改善措施，包括增派人手，除了民安
隊成員外，亦調配部分消防人員協助；安排較資
深人員負責輸入資料工作，並每晚覆核資料，確
保入住及離開中心人士的資料準確；加強溝通，
以電話短訊及軟件向隔離者及家屬提供信息，安
排24小時聯絡熱線以便有需要人士查詢，以及改
善跨部門協調小組運作，改善運作效率。
選委會界別議員葛珮帆亦認為，竹篙灣檢疫
中心已投入使用兩年，但仍然存在管理混亂的情

關注工作人員防護是否到位
亦有多名議員關注當局對檢疫中心工作人員
的日常防護是否到位。醫療衞生界議員林哲玄詢
問當局如何確保前線非醫療專業人員正確使用防
護裝備。選委會界別議員容海恩則指出，工作人
員通常會使用同一更衣間或食堂，本港已有經更
衣室傳播新冠病毒的先例，當局在檢疫中心有無
預防措施。
陳肇始表示，對檢疫中心前線人員的工作環
境和防控要求都很高，外判保安承辦商亦會根據
合約要求，安排督導人員出席防護裝備訓練，並
確保職員執勤前接受訓練。另外，當局已加強休
息室的清潔和消毒，並提醒工作人員吃飯時要保
持距離、交談時佩戴口罩等。

政府嚴肅跟進國泰檢疫違規

【大公報訊】記者張小山報
理解並確切遵守相關規定。
道：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昨回
另外，外媒報道，國泰機師
應立法會議員書面質詢時表示，
完成在閉環執勤下兩程航班後，
國泰航空主席賀以禮已就機組人
可獲發2.2萬元獎金，如完成四程
員 「客機去、貨機返」 及在家檢
或以上獎金會升至2.9萬元。副機
疫違反規定，向行政長官提交書
師完成兩程就可獲發1.7萬元，四
面解釋，而兩名涉事的前國泰機
程或以上可獲發2.4萬元。國泰航
組人員被落案起訴；政府將繼續
空發言人向《大公報》表示，因
深入調查及嚴肅跟進事件；若調
應新冠疫情對機組人員的檢疫要
查發現有充分證據，政府會果斷
求，國泰推行閉環執勤模式以維
採取進一步法律行動。
持航班運作，國泰增加了機師在
陳帆表示，如果客機機組人
完成閉環執勤後的休息時間及就
員執勤客機前往外地並曾經停
航班安排及運作變動調整薪津。
留，駐港貨機機組
人員在家檢疫的安
排並不適用，他們
回港後須在指定檢
疫酒店自我隔離，
由於事件正在調查
中，政府不適宜進
一步評論。當局會
全面審視及優化機
組人員的檢疫安
排，並會進一步監 ▲就國泰機組人員在家檢疫違反規定事件，政府
管，確保航空公司 表示，若調查發現有充分證據，將會果斷採取進
及機組人員能準確 一步法律行動。

▲竹篙灣檢疫中心管理遭詬病，有工作人員因防疫裝備使用不當而不幸感染。
梁熙（左圖）表示，擔心竹篙灣檢
▼▲
疫中心管理混亂及衞生狀況不佳，甚至
令病毒流入社區。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
肇始（右圖）回應，當局高度重視相關
事件，已作出多項即時改善措施。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陳肇始：已作四項即時改善措施

況，是因為當局管理檢疫中心的手法落後，她呼
籲政府善用科技，避免重複輸入檢疫人士資料等
情況發生。陳肇始表示，當局在運用科技方面確
實存在不足之處，將盡力改善相關問題，透過科
技簡化現有程序、增加效率。

政府已投放34億元支援旅遊業
【大公報訊】記者義昊報道：第五
波疫情的爆發令本地旅遊業雪上加霜，
商務及經濟局局長邱騰華昨表示，特區
政府先後已投放34億港元支援旅遊業。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柏良昨日在立
法會大會提出口頭質詢，詢問政府會否
制訂疫情緩和後盡快重啟本地遊、郵輪
公海遊等旅遊活動的準則，以及會否考
慮再為旅遊業從業者提供短期職位等做
法。
邱騰華回應時表示，旅遊業是受到
黑暴以及疫情影響最嚴重的行業，政府

過去透過不同方法協助業界，先後投放
34億，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支援旅遊業
及相關從業員，包括提供1900個臨時
職位，讓業界人士在檢測中心工作，保
持收入。

綠色旅遊將再注資三億
此外，當局亦在防疫抗疫的前提
下，為業界提供有限度營運空間，包括
重開兩個主題公園、推動綠色旅遊及郵
輪公海遊，盡可能發展本地旅行團，為
本港旅遊業長遠作打算。

邱騰華還表示，綠色旅遊計劃推出
後得到了廣大市民的支持，有多達700
間旅行社申請參與計劃，佔整個香港旅
行社總數一半。目前綠色旅遊計劃預留
的一億經費將近用完，反映計劃受到歡
迎。
面對第五波疫情，政府收緊防疫限
制，並將措施延長，令各項本地旅遊無
可避免地被迫暫時停止，因此政府會在
第五輪防疫抗疫支援中，再次為綠色旅
遊注資三億港元，保持業界運作及競爭
力，為日後旅遊業恢復作準備。

陳肇始赴學會活動致辭 籲牙醫提醒病人打針
【大公報訊】據傳媒報道，食物及
衞生局局長陳肇始上月31日晚曾出席香
港牙醫學會慶祝70周年活動。食物及衞
生局昨回應表示，陳肇始當日是以官方
身份出席，作為主禮嘉賓，感謝不同界

別的醫護人員過去兩年的抗疫工作，並
感謝牙醫學會對政府政策的支持，陳肇
始在有關活動程序完結後離開。
當局表示，當晚活動前已提醒主辦
機構需嚴守防疫措施，包括影相時不要

除口罩、不要敬酒等，而陳肇始在致辭
時，亦有提及最新疫情，呼籲大家提高
警覺，並特別呼籲當晚出席的牙醫要提
醒病人接種新冠疫苗，尤其是長者，同
心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