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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冬看望援港醫學專家和醫療隊代表
市民感受到祖國永遠是香港的堅強靠山。陳冬表
示，中聯辦將全力配合內地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專
班工作，為內地專家和醫療隊在港工作做好溝通
協調和服務保障；中聯辦將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
特區政府履行抗疫主體責任，支持全社會齊心抗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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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組17日晚到港後即馬不停蹄地投入工
作，採樣檢測醫療團隊迅速在元朗、油尖旺、北
區、馬鞍山等地開展檢測，展現出了專業水平和
敬業精神，獲得香港各界的高度讚揚。
當日，陳冬等還察看了位於新田、潭尾、青
衣的3個方艙醫院建設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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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出入口設
有保安員更亭。

◀地盤施工指示，印
有中國鐵建的標誌。

▲從高空俯瞰，清楚見到落馬洲河套區方艙醫院地盤正在動工。

前新田購物城

患者可在院內自由活動
本港方艙醫院負責接收病情相對穩定、

議員
讚好

•新鴻基捐贈1500萬元物資、派發1萬份 「新地愛心
抗疫包」 支援一線醫護人員、提供25部醫用智慧
消毒機器人給公立醫院和診所。

•招商港口 「深西母港供港物資駁船專線」 啟動，
23日 「穗海韻698」 輪搭載315噸供港日用物資
啟運香港。

•香港中華總商會捐贈1萬盒連花清瘟膠囊、4萬套
快速檢測包、1萬包抗疫草本保健包給基層民眾。

•威盛公司23日運送25車次550萬個口罩、420萬
套核酸測試盒和12車次120噸生活物資。

中國石油支援抗疫
確保油氣供應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主席譚鎮國捐贈3000萬港元、
常務副主席沈慧林捐贈100盒快速檢測盒、常務理
事蔣峻資助100名3歲以上合資格幼童接種疫苗。

•信和集團及旗下黃廷方慈善基金與香港社聯和社
會福利署合作，為院舍提供500套倍靈遙距健康監
測系統。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會同同鄉社團派發超過430萬港
元抗疫物資。
大公報記者整理

第五波疫情嚴峻，社
區隔離設施不敷應用，特
區政府早前宣布有酒店及
未入伙公屋暫改為隔離設
施。其中粉嶺皇后山邨改
裝的隔離設施，有消息指
最快本周末至下周初啟
用，並由保安局剛成立的
抗疫特遣隊負責管理。
大公報記者昨到皇后
山邨實地觀察，見到隔離
設施部分單位配置大致完
成，有工人正在搬運床架
入內（見圖）。

掃一掃 有片睇

香港本地商家和中資企業開展利民活動

•嘉華國際透過 「嘉華國際抗疫基金」 向東華三院
捐贈快速測試套裝，並為前線醫護及院舍工作人
員提供酒店住宿。

•保柏就新冠疫情邀請西醫、中醫、物理治療師
和營養師於網上健康講座提供專業醫療保健建
議，供市民參與。

做得不到位，希望社會各界吸取教訓，勿再
掉以輕心，一起共渡時艱，戰勝疫情。
工程界立法會議員盧偉國認為，內地的
火神山和雷神山，創下了10天左右建成兩座
傳染病醫院的 「中國速度」 ，令人驚嘆！現
時本港疫情嚴峻，本地工程師與內地同行密
切溝通，與發展局等政府部門積極交流。他
相信，通過全民檢測篩查受感染者，
切斷社區傳播鏈，香港定能
早日走出疫情陰霾。
大公報記者
周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林順潮追加捐贈30萬套快速檢
測包。

•恒隆地產透過 「恒隆抗疫基金2.0」 ，捐資600萬
支持政府興建 「方艙醫院」 ，以支援建造臨時社
區治療設施。

•惜食堂獲美心集團捐贈總值100萬元食物券，由
本月25日起分批將食物券派發給受疫情影響而
導致失業的基層家庭及人士。

▲有立法會議員表示，中央援建香港的四
處方艙醫院，選址空置地面積較大，對及
時支援相關需求非常有利。

【大公報訊】記者義昊報道：為支援特區政
府抗疫，中國石油近期推出多項舉措保障香港的
油氣供應。中國石油航空加油業務實時了解香港
機場的航班調整及飛機油量等數據信息，確保機
場加油業務運作不會受到疫情的影響，近兩個月
為香港機場供油約20萬噸，佔香港機場當期供油
量的一半。
此外，中國石油亦全力保障香港天然氣資源
安全穩定的供給，近兩個月供氣1.67億平方米；
並提出 「油品不斷供、商品不漲價、服務不打
烊」 的口號，在全港所屬的17個加油站全力保障
供柴油、液化石油氣及生活便利商品的供應，並
為客戶提供更長期限、更大折扣的優惠，讓利累
計金額達7000萬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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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抗疫物資愛心大派送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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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潤集團與晶准醫學
捐20萬套檢測包
【大公報訊】記者義昊報
道：華潤集團昨日與本港生
物科技公司晶准醫學共同捐
贈20萬套快速檢測包，價值
500萬港元，預計將有超13
萬市民受益。
檢測包將通過特定人群
和地區定點兩個途徑捐贈，
一個途徑是向基層勞工進行

舉措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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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穩控疫情的緊要關頭，一定要與
時間賽跑，幫助香港盡快渡過難關！

•江蘇中科健康國際（香港）有限公司捐贈12萬港
元抗疫物資。

•多位香港演藝人近日先後捐出快速測試套裝同心
抗疫。身在內地的謝霆鋒、容祖兒及Twins主動捐
出快速測試套裝，透過鄭丹瑞網上節目給予社
群，回饋社會。鄭丹瑞目前已籌得約2萬套快速測
試套裝，他在節目多謝眾圈中人支持，並透露將
快速測試套裝轉贈與五大機構，惠澤社群。

香港工商界捐借土地建造隔離及醫療設施

﹁

來源：美聯社
、《洛杉磯時報
》

廣東社團總會開展
▲
抗疫物資愛心大派送
活動。

•22日，內地供港活豬2788頭、蔬菜1992噸、水
果198噸、冰鮮肉285噸、水產67噸、蛋類166
噸、乳製品39噸。

皇后山邨現場

▲工人正在安裝治療艙的配件。

元朗潭尾

社會各界捐贈抗疫資金及物資

﹂

華潤集團與晶准醫
▲
學捐出
萬套檢測
包，全力支持抗疫。

中資企業全力保障香港防疫和生活物資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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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洪水橋

16舉措高效推進

•中遠海運成立 「綠色快航」 工作小組，23日第一
船13集裝箱225噸供港蔬菜和食品自深圳大鏟灣
碼頭啟運，1小時內抵達香港葵涌碼頭。

選址佔地利 方便支援

有立法會議員認為，由中央援建的方艙
醫院，周圍交通配套成熟，有利緊急運送及
支援，未來經全民檢測篩查的受感染者，可
得到及時的隔離和診治，切斷社區傳播鏈。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立法會
議員謝偉銓表示，青衣、前新田購物城、元
朗潭尾和洪水橋四個選址，空置地面積較
大，周圍交通等基建配套相對成熟。
謝偉銓指出，全民檢測展開在即，若通
過三輪檢測發現的確診者人數，超出以上四
處方艙醫院提供的隔離單位容量，或可考慮
在啟德郵輪碼頭、大嶼山等地，繼續建設新
的方艙醫院，亦可考慮啟用度假村、
徵用更多酒店等。他直言，本
港第五波疫情爆發初
期，相關防疫
抗疫工作

▲前新田購物城原址是另一處方艙醫院選址，工人們忙着搬運器材進場。

輕微，甚至無病徵的患者。根據2020年資
料，亞博館方艙醫院每名病人擁有90方呎左
右的獨立生活空間，內有一張床、一個儲物
櫃、一張枱、一張椅、一盞枱燈。每間三面
均用隔板圍住，但不封頂，隔板上有透明玻
璃，方便觀察病人情況。病人可在醫院內自
由活動，醫院設置公共活動區，患者可在此
看電視。
為防病毒擴散，方艙醫院外醫護人員入
口處設有個人防護裝備穿着區，裏面的出口
附近則設有防護裝備卸除區，供醫護與工作
人員更換裝備，並將使用過的裝備集中回收
處理。院內設有多台流動高效空氣過濾器，
形成類似負壓效果。 大公報記者 黃釔淼

料，但會適時公布。
中國建築國際集團在本港以承接新機
場客運大樓、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中環
灣仔繞道等建設項目為人所知，亦有建設
武漢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和深圳國際防疫
酒店的經驗。中國建築國際集團主席顏建
國近日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天氣是一大
挑戰。他說，前幾天香港一直在下大雨，
道路受阻，建設方克服了重重困難，保障
物料順利進場，建設工作快速有序開展。
他亦表示，在穩控疫情的
最緊要關頭，能夠得到中
央信任，倍感使命光榮、
責任重大。
內地支援香港抗疫工
作專班隔離檢疫設施建設
組成員謝暉表示，專班正
在全國各地調集物資，緊
急組織相關材料生產備
貨，調動各種資源為項目
建設提供支撐保障，充分
體現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
制度優勢。 我們將堅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與
時間賽跑，全力以赴保護香港同胞生命安
全和身體健康，幫助香港盡快渡過難
關。
此外，已有兩處由中國建築國際集團
設計建造的中央援建社區隔離治療設施於
日開工建設，均為永久性設施，分別位
於香港竹篙灣和啟德碼頭，兩處隔離設施
均投入使用後，預計將為香港提供約 9500
個隔離單位。

方艙醫院是一系列具有不同醫療或技術
保障功能的方艙組合而成的醫療單位，廣泛
用於地震等緊急救災救治。
武漢方艙醫院第一次用於大規模傳染性
疾病流行救治，充分發揮反應快、防控嚴、
合作強、容量大、醫務人員投入多的優勢，
有效圍堵疫情、阻截擴散。方艙醫院的定位
是救治輕症患者，集中隔離切斷傳播途徑，
並識別可能發展為重症的患者，轉移接受更
完善的治療。在內地，方艙醫院還顧及患者
的身心健康。

中央援建香港的臨時性社區隔離治療設施
（方艙醫院），其中在香港青衣、前新田購物
城、元朗潭尾和洪水橋開工建設，全部投入使用
後預計將提供 萬至 萬個隔離單位，再加上落馬
洲河套區的方艙醫院，香港的隔離單位將會大增。
大公報記者昨日走訪幾處方艙醫院選址，直擊各工
地正在密鑼緊鼓施工，工人從朝早做到傍晚。這些 生
命之艙 ，承載着港人走出疫境的希望。
大公報記者 黃釔淼（文） 林良堅、黃洋港、調查組（圖）

方艙反應快容量大

特區政府近日公布，會於落
馬洲河套區、元朗潭尾、前新田購
物城、洪水橋、青衣市地段 200
號
五處地點推展由中央援建的社區隔
離治療設施。現時已開工的四處方
艙醫院均為臨時性隔離中心，由中
國建築國際集團設計建造。
青衣工地位於青衣島東面貨櫃碼
頭附近，記者現場所見，有近百工人
正在緊密有序地施工，工地上亦建起
約十幾個小房子，
不斷有貨車運送建
築材料到場，掘土
機在不斷運作。及
至傍晚，仍有工人在
趕工。在位於元朗區
東北、靠近深港邊境
的前新田購物城工地
同樣熱火朝天，地盤
內有工程車及工人忙
碌地進行土地平整。
而在尚未正式宣布開
工的落馬洲河套區，
現場人員表示未經申請
不得進入，而航拍所見，地盤內已開展工
作。
青衣用地原先準備出售作物流服務用
途，昨日地政總署公布，因興建方艙醫院而
取消招標出售該用地。據了解，青衣方艙醫院
將於開工後約一周率先交付使用。至於元朗潭
尾、前新田購物城的土地則由發展商無償借
出。記者昨日就工程項目具體進展向中國建築
國際集團查詢，對方表示，暫未能提供有關資

特稿

捐贈，包括跨境運輸司機；
另一個途徑則是向香港癌症
基金會、香港乳癌基金會等
團體進行捐贈。此外，華潤
將在深水埗、九龍城、屯
門、北區、油尖旺、黃大仙
等社區派發檢測包予以長
者、保安、清潔工等高危人
群及普通市民。

【大公報訊】在全港社
區抗疫連線統籌下，香港廣
東社團總會、香港福建社團
聯會、香港海南社團總會等
26個省級同鄉社團昨日在全
港18區啟動 「全港抗疫物資
愛心大派送」 活動。
活動啟動當天通過郵
寄、插信箱、家訪等方式派
發 超 過 價 值 470 萬 元 的 物
資，包括4.6萬個快速檢測試
劑盒、25萬個口罩、1.2萬套
隔離衣等抗疫物資。
在此次 「大派送」 過程
中，各同鄉社團共有1000多
位義工參與抗疫物資分包工

作，有200多位義工自願報
名參與派送。活動由廣東、
福建、廣西等省級同鄉社團
分別牽頭，與江蘇、北京、
上海、湖北等省區市社團聯
合開展派送抗疫物資，向社
會傳遞正能量。
廣東、福建、廣西等7家
社團還分別成立抗疫支援小
組，主動關心受疫會員，支
援重症鄉親，幫助基層家庭
解決困難。廣東社團總會、
福建社團聯會亦分別成立抗
疫基金，籌集逾千萬港元的
抗疫支援資金用於幫助染上
重症鄉親。

中央援建方艙醫院 日夜趕工

落馬洲河套區

責任編輯：唐偉雄
劉仁杰
美術編輯：徐家寶

大公報記者實地走訪落馬洲新田青衣工地

【大公報訊】2月23日上午，香港中聯辦副主
任陳冬到援港內地專家組和醫療隊駐地，看望援
港內地醫學專家和醫療隊代表，並與他們座談。
陳冬首先轉達了夏寶龍副主席和駱惠寧主任
對他們的問候，感謝內地專家組和醫療隊在香港
抗疫形勢嚴峻之時馳援香港，無私奉獻，讓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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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衣方艙醫院地盤，
工人正忙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