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大仙黃大仙

荃灣花園榮華閣多一名41歲裝修工
人（第13420宗）確診，與早前確診
者居同坐向單位

觀塘觀塘

•36歲男子（第13427宗）：居元朗「Grand YOHO」第
2座，在觀塘 「One Pacific Centre」 任職會計。

粉嶺粉嶺

•62歲男子（第13287宗）：居粉嶺嘉福邨福
安樓，屯門黃金海岸遊艇會任職司機。

何文田何文田

大埔大埔

筲箕灣筲箕灣

沙田沙田

•29歲女子（第13507
宗）：居葵馥苑安葵
閣，家庭主婦。

葵涌葵涌荃灣荃灣

葵涌邨累
計276宗
個案

黃大仙上邨：

• 75 歲男子（第
13464宗），1月
25日確診，源
頭不明，居黃大
仙上邨達善樓，
已退休，L452R
變種病毒，疑屬
Delta病毒

豪苑一座：

•75歲男子（第13382宗），
1月24日確診，居8E單
位

•77歲女子（第13400宗），
1月24日確診，居7E單位

•26歲男子，初步確診，
居5E單位，12月初曾在旺
角通菜街I Love Rabbit
購買倉鼠

鳳凰新村新形像髮型屋：

•49歲女子（第13370宗），1月24
日確診，髮型屋員工，L452R變
種病毒，涉Delta病毒

•（第13481宗）髮型屋兼職員工，
1月25日確診，L452R變種病
毒，涉Delta病毒

•（第13480宗），髮型屋顧客，1
月25日確診，L452R變種病毒，
涉Delta病毒

黃大仙龍樂樓：

• 26 歲男子（第
13381宗），1月
24日確診，任職
街頭傳銷，為豪
苑1座初步確診
26歲男子的同
事，疑感染Delta

齊心打疫戰
毒鏈蔓延多區 市民：抗疫由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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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惠寧發表新春致辭
今日下午五時網上直播

本港昨日新增124宗確診個案，包
括30宗輸入個案及78宗關連個案、6宗
本地個案及10宗關連個案，76男48
女，介乎1至83歲，另有逾70宗初確。
六宗本地源頭不明，包括黃大仙上邨達
善樓75歲退休老翁檢測出帶Delta
L452R變異病毒，而步行約10分鐘路程
的鳳凰新邨 「新形像髮型屋」 ，再多一
名兼職員工（第13481宗）及顧客（第
13480宗）確診，連同前日確診的49歲
女洗頭工（第13370宗），累計三宗個
案。位於龍翔道的豪苑一座，居於5E
單位的26歲男子由前日初確轉為確診
（第13477宗），他上月初在旺角I
Love Rabbitb購買倉鼠，1月15日發
病，在社區遊走9日，疑糞渠傳播，兩
名長者確診。

黃大仙重災 個案不絕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表 示 ， 髮 型 屋 三 人 均 帶 有 Delta
L452R病毒，暫時未有清晰源頭，或有
相關性，呼籲曾到該髮型屋的市民應盡
快檢測。她說，留意到黃大仙區出現傳

播，呼籲該區居民盡快接受自願檢測。
面對黃大仙疫情升溫，九龍東選區

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對《大公
報》表示，區內獨居長者多，政府人員
在家工作，長者可能叫天不應叫地不
聞，鄰里守望相助重要。他希望政府支
援年關應急的長者，工聯會及地區人士
有需要時可動員支援，並呼籲全港市民
齊心抗疫，減少跨家庭的聚會，新春他
也只會探望母親。

荃灣花園爆垂直傳播
荃灣花園榮華閣昨日再多一宗確

診，41歲男患者（第13420宗）是裝修
工人，住在天台5室，該廈早前確診的
患者（第13340宗）也是居於較高層的
5號單位。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
醫生歐家榮昨日實地調查後表示，相信
有垂直傳播，決定撤離5號單位及部分
高層住戶，合共10多戶居民，入住檢疫
中心。患者居住的天台屋疑是僭建，屋
宇署將跟進。

歐家榮指出，12樓患者排放的污
水，進入糞渠後經氣喉上天台，由於

天台單位的廚房和廁所距離氣喉近，
帶病毒的氣流有機會滲入屋內，造成
感染。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指，
Delta變種病毒傳播不及Omicron快，
因潛伏期中位數4至5日，且入院比例較
高，黃大仙區長者多，政府對疫情不
能掉以輕心。他說，市民探望父母等
至親是盡本分，但不應延伸至三個家
庭以上的聚會，如探望獨居長輩，應
先檢測及避免到高風險地區。他說，抗
疫人人有責，共渡時艱才能克服世紀疫
情。

葵涌邨逸葵樓住戶陳女士昨日仍在
家隔離，她認同避免外出就是最好的防
疫手段， 「足不出戶都能被疫情殺到家
門前，何況到處走？」 對於疫情她有新
的理解， 「這不是政府的事了，防疫是
所有人都要面對的問題，都應該盡一分
力。」 每一天配合檢測，不胡亂出門。
「別說拜年了，我猜也沒有親戚敢來逸
葵樓拜年了。」 她苦笑道。

黃大仙成為第五波重災區，豪苑疑因倉
鼠出現Delta變種病毒垂直傳播，居民日前
撤離，鄰近的黃大仙上邨及鳳凰新邨亦出
現Delta個案；荃灣更發現病毒垂直傳
播，十多戶居民昨晚要撤離，全港多區亦

出現零星感染個案，人心惶惶。抗疫需要
「人人由自己做起」 ，有居民坦言 「今年不會

去拜年」 。
立法會議員呼籲市民抗疫優先，團年及拜年活動押

後，義工可動員支援獨居長者。專家表示，Delta入院率
高，市民新春可打電話給親友拜年，送上關懷。

變種
風暴

【大公報訊】香港中聯辦公布，今日下午五時，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將在線
發表新春致辭，與廣大香港同胞共迎虎年新春。

屆時，香港中聯辦官網和微信公眾號將進行直播，歡迎掃描二維碼觀看。 香港中聯辦官網 微信公眾號

元朗元朗

黃金海岸黃金海岸

源頭不明個案

確診者工作地點

少登門拜年

【大公報訊】記者程晚村報道：葵
涌邨疫情持續蔓延，邨內三幢公屋大廈
已相繼被納入圍封五天的名單，一日三
餐粗略計算，五日涉及須為居民提供約
十萬個飯盒。有供應商透露，臨危受命
供應食物，價格以低於市價售予政府。

圍封首日，美心集團旗下 「Maxim's

Catering Services」 標誌的貨車在葵涌
邨附近出現。美心集團回覆《大公報》
查詢時證實，有提供飯盒到葵涌邨，但
強調只是其中一間膳食供應商，無透露
需提供飯盒總數。

至於政府派給居民的物資包，除了
有廁紙、杯麵、洗潔精、飲品、甜品和
水果等，更有罐頭鮑魚。安記海味董事
總經理潘權輝向大公報表示，是按政府
要求供應給葵涌邨民， 「希望疫情下，
可以為受影響的住戶帶來額外驚喜。」

有物資供應商透露，上周六晚收到
政府的聯絡通知，希望提供物資給葵涌
邨，雙方洽談至深夜11時，因翌日是公
眾假期，需盡快安排員工開倉取貨，再
由政府安排物流運送到葵涌邨，有關貨
品全部以低於市價售予政府。

【大公報訊】記者王華、李雅雯報
道：本港新冠病毒Omicron及Delta疫情
嚴峻，政府為應對新年期間對確診大廈
進行 「圍封及強檢行動」 ，公務員事務
局昨日發出內部通告向退休紀律部隊人
員招手，招募專隊成員，時薪為390元。

「沒有報酬都去」
通告指出現時疫情非常嚴峻，每日

新增確診個案破百，多區均有出現確診
個案，甚至是幾何式爆發，政府近日作
出多個 「圍封及強檢行動」 ，每次行動
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支援。為應付1月
31日至2月3日期間可能進行的
「圍封及強檢行動」 ，需要有豐
富經驗的紀律部隊同事參與是
次戰 「疫」 ，現誠邀已退休的紀
律部隊同事，參與 「圍封及強檢行
動」 專隊。

昨早收到訊息的退休總督察陸海豪
（圓圖）第一時間向局方報名： 「沒有
報酬我們都去，一呼百應，這是關乎香
港整個福祉，在抗疫關鍵時期，我們更

加要團結阻截Omicron在社區擴散。陸
sir是前督察協會執委，兩年前新冠病毒
爆發疫情，他已與多名退休紀律部隊人
員參與防疫義務工作，更一度因工作過
於忙碌跌斷手受傷。陸sir再與昔日的同
袍重上 「戰」 場，他明白今次Omicron
疫戰比前幾波疫情具更高傳播風險，但
陸sir從容地說他的家人不在港，互相感
染機會低，是最適合上陣抗疫的人選。

陸sir說紀律部隊習慣在大時大節執
勤，亦懂得處理防護裝備及危急應變，
所以昨早他一聲號令下，已有三百多名

退休警察響應報名加入專隊。
陸sir認為抗疫人人有責，17

萬公務員隊伍責無旁貸同心出
力抗疫，他呼籲市民只要有能
力、有心，不論是家庭主婦或是文

職人員，都應全民抗疫。陸海豪
建議由政府牽頭，聯絡組織或政黨，動

員在每一個區都設有義工組織，負責監
察違反防疫行為或協助防疫工作等： 「為
何不動用民間力量，只要全港市民每人
出一分力量，相信可以踢走Omicron」 。

退休紀律部隊再上戰場
人人出分力 踢走Omicron

昨日

124宗
確診

93宗本地個案

6宗源頭不明
•41歲女子（第13452宗）：
居筲箕灣愛東邨愛平樓，
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李嘉誠
專科診療所任職護士。

鮑魚商：讓禁足邨民收到驚喜

▲荃灣花園榮華閣出現垂直傳播，10多戶居民
須撤離。 大公報記者林少權攝

相關新聞刊 A2、A3、A4

•40歲男子（第13506宗）：居白石角
雲匯1座，在何文田恒生銀行工作。

▲政府派給居民的物資包內有罐頭鮑
魚。

大公報記者 梁淑貞、邵穎、伍軒沛（文）、林良堅（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