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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現超級傳播者疑現超級傳播者
增43宗確診3月新高 舞群多21人染疫 初確逾60宗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習近平倡G20堅持多邊主義
詳刊A4

九龍九龍

新界新界

新光宴會廳新光宴會廳（（Hsin Kuang BanHsin Kuang Ban--
quet Hallquet Hall） ：） ： 新 蒲 崗 寧 遠 街新 蒲 崗 寧 遠 街
33--2323 號越秀廣場號越秀廣場55樓樓

美德會美德會（（Matex ClubMatex Club）：）：深水埗深水埗
大南西街大南西街 615615--617617 號百福工業大號百福工業大
廈廈22樓樓

百樂會懷舊歌舞百樂會懷舊歌舞（（Palladium InPalladium In--
ternational Dance Clubternational Dance Club）：）：尖沙尖沙
咀加拿芬道咀加拿芬道 2525--3131 號國際商業信號國際商業信
貸銀行大廈貸銀行大廈99樓樓

金麗會金麗會：：旺角金雞廣場旺角金雞廣場33樓樓

Green Apple International
Dance School：將軍澳唐賢街29
號藍塘傲地下2B

跳舞群組確診者聲稱曾到訪的14個跳舞場所

��(���
最新疫情

新增確診宗數：43宗

．輸入個案：7宗

．不明源頭個案：13宗

．有關聯個案：23宗
（跳舞群組佔21宗）

初步確診：逾60宗

不明源頭個案

個案5521：39歲男，地盤裝
修工人，居於九龍城東頭邨富
東樓，11月13日發病

個案 5523： 66 歲男，已退
休，居於大角咀大同新邨大全
樓，11月16日發病

個案5526：71歲女，家庭主
婦，居於馬鞍山耀安邨耀平
樓，平日會逛街市，11月5日
發病

個案5529：62歲女，居於沙
田駿景園5座，11月16日發
病，她的一名家人初步確診

個案5533：45歲男，居於旺
角利民大廈，11 月 15 日發
病，該大廈前日亦有一名64歲
家庭主婦確診（個案5512）

個案5535：64歲女，家庭主
婦，居於啟德嘉匯3座，11月
16日發病

個案5536；47歲男，居於旺
角花園街70號，無病徵

個案 5539： 63 歲男，已退
休，居於深水埗石硤尾街
17A-17D ，11月19日發病，
他的一名家人初步確診

個案5542：62歲女，家庭主
婦，居於荃灣環宇海灣5座，
11月17日發病

個案 5543： 77 歲女，居於
半山區蔚山花園，11 月 19
日發病

個案5549：52歲男，居於深
水埗柏樹街7號，無病徵

個案5552：41歲男，居於將
軍澳日出康城領都 3座，有
工作但地址未明，11月19日
發病

個案5553：57歲女，居於北
角金龍大廈，無病徵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特首特首：：不排除更嚴厲防疫不排除更嚴厲防疫

病毒全港大擴散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在疫情簡報會
上表示，昨日新增43宗確診個案，7宗為輸入

個案，分別從菲律賓、印尼、瑞典、英國及美國抵
港，其中4人為外傭。36宗屬本地感染，其中不明源
頭個案有13宗，餘下23宗為有關聯個案，另逾60宗
初步確診。張竹君指，近日個案急速增長，形容疫情
「來勢洶洶」，並承認第四波疫情已經到來。

舞群32人染疫涉14間舞場
在有關聯個案中，Starlight Dance Club跳舞群組

再多21宗個案，包括8名舞蹈導師，該群組目前累計
32 人染疫。大部分患者都到過 Starlight Dance
Club，部分師生更到過其他跳舞場所，合共涉及14
間舞場（見表）。
張竹君呼籲，於11月1日後曾到過有關14間場所
的市民應盡快接受檢測；食衞局稍後亦會發出強制檢
測公告，要求有關人士在11月24日前做檢測。
她指出，跳舞群組內可能出現超級傳播者，但現時

並不知道是哪位患者，亦難以找出群組源頭，因社區
一直有無病徵感染者。她認為現在才追蹤到過舞室的
人為時已晚，去過這些地方的人，也去過其他不同地
方，難以斷定哪一刻出現傳播，故希望相關市民盡早
檢測。
在13宗無源頭個案中，多宗為家庭主婦或退休人
士，他們除到過街市外，並沒有其他特別高危活動。
最少兩名個案患者的家人初步確診。一名居於旺角花
園街的47歲男子（個案5536）早前曾與朋友見面，
其朋友亦作為有關聯個案確診。

多個社區存在隱形傳播者
確診者的住址分散在多區，包括九龍城東頭邨、大

角咀大同新邨、馬鞍山耀安邨、沙田駿景園、荃灣環
宇海灣、深水埗柏樹街、啟德嘉匯、半山區蔚山花
園、將軍澳日出康城及北角金龍大廈等。
張竹君表示，這些本地源頭不明個案，並無特別高
危因素，反映社區有很多隱形傳播，故呼籲市民在今
個周末應盡量留在家中，減少活動，「睇定啲，無咩
必要就留喺屋企」。政府在周末會增加檢測地點，建
議市民盡量接受病毒檢測。

香港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已經殺到，昨日

錄得43宗確診個案，是自8月17日以來最

多，初步確診亦多達60多宗。新增個案中

36宗屬本地感染，其中，Starlight dance

club跳舞群組再多21人確診，令該群組累

計32人染疫。衞生防護中心調查發現，群

組成員共到過14個跳舞場所，懷疑出現超

級傳播者。食物及衞生局將發出強制檢測公

告，要求本月到過有關舞廳的人士在星期二

（24日）前做檢測。同日的13宗源頭不明

個案，患者均為無特別高危因素，住址更分

散在全港多區，反映社區有很多隱形傳播，

中心呼籲市民盡量接受檢測。

跳舞群組的多名確
診者，足跡遍布多家
舞蹈室及舞蹈學校，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
走訪曾有確診者到訪

的舞室及舞蹈學校，當中一家舞蹈學
校的導師直言未清楚學校曾出現確診
患者，但強調學校一直有遵循政府的

防疫措施指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銅鑼灣金利

文廣場的Dance Culture和Dance Star
Academy（香港明星舞蹈藝術學校）
，以及銅鑼灣另一舞室Dance Stage。
Dance Culture 及 Dance Stage 均沒有
營業，但大門外放置了提醒學員遵從
防疫措施的告示，包括要求學員在進

入舞室和非跳舞時段要佩戴口罩等。
Dance Star Academy則仍有開門，

一名導師表示自己剛結束課堂，並對
有確診患者曾到該校表示一無所知，
需要進一步了解情況。不過，她強調
該校有按政府指示，做足所有需要的
衞生防疫措施，包括清潔和為進入人
士量體溫，相信爆發傳播鏈與該校無
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舞室稱依足防疫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因應新冠疫情反彈，政府
於昨日清晨宣布已刊憲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包括酒
吧或酒館在內的餐飲處所，及夜店或夜總會等不得進行現
場表演及跳舞活動。所有供租用舉行社交聚會處所，即一
般稱為派對房間亦必須關閉。一旦違例，最高可被罰款5
萬元及監禁六個月。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強調，不排除以更
嚴厲的措施遏止。
林鄭月娥昨日凌晨在社交網站facebook表示，本地確診

個案出現群組爆發，且有源頭不明個案，政府不敢怠慢，
除現有防疫措施外，不排除再敲定其他應變措施，以「外
防輸入，內防反彈」。
她強調，目前首要是通過病毒檢測盡快切斷社區傳播

鏈，包括要求部門針對部分群組強制檢測，並推出便利市
民自願檢測措施，如增加派發和收集樣本瓶的地點，提供

一次過津貼給確診人士以鼓勵檢測等，政府將於日內公布
更多詳情。

陳肇始：關閉派對處所
食物及衞生局發言人昨日表示，由於近日源頭不明本地個

案數字上升，顯示社區有持續隱形傳播鏈，現是疫情急速惡
化的關鍵時刻，因此收緊有關社交距離措施，並於今日凌晨
零時生效。除新公布措施外，本月14日宣布的措施，包括
群組聚集及戴口罩要求則仍然生效至周四（26日）。
食衞局局長陳肇始表示，要果斷收緊措施，穩住疫情：

「當然任何公共衞生重大事故，其實一定係會嚟得急，但
我哋一定要果斷，關閉派對房間處所，因為大家知道最近
個案其實好多係呢啲聚集活動，亦係跳舞、娛樂等，所以
務必盡快遏止呢方面活動，令疫情可穩住。」

港島港島
Dance CultureDance Culture：：銅鑼灣謝斐道銅鑼灣謝斐道496496號金利文廣場號金利文廣場2020樓樓

香港明星舞蹈藝術學校香港明星舞蹈藝術學校（（Dance Star AcademyDance Star Academy））：：銅鑼銅鑼
灣謝斐道灣謝斐道496496號金利文廣場號金利文廣場66樓樓

Dance Stage Dance StudioDance Stage Dance Studio：：銅鑼灣電氣道銅鑼灣電氣道148148號號2020樓樓

Shining Star Dance StudioShining Star Dance Studio：：北角英皇道北角英皇道7575--8383號聯號聯
合出版大廈合出版大廈2222樓全層樓全層

Starlight Dance ClubStarlight Dance Club：：灣仔駱克道灣仔駱克道349349--353353號三湘大號三湘大
廈廈3232樓樓

ChassChasséé：：灣仔軒尼詩道灣仔軒尼詩道314314--324324號號W SQUAREW SQUARE 66樓樓

Dance ConceptDance Concept：：灣仔灣仔道灣仔灣仔道230230號佳誠大廈號佳誠大廈77樓樓

More Dance FameMore Dance Fame：：灣仔謝斐道灣仔謝斐道414414--424424號中望商業號中望商業
中心中心55樓全層樓全層

Heavenly DanceHeavenly Dance：：上環德輔道西上環德輔道西99號號88樓樓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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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昨日錄得本港昨日錄得4343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為為33個多月新高個多月新高。。雖然當局呼籲市雖然當局呼籲市
民盡量減少出街民盡量減少出街，，但昨晚在中環酒吧街依然人頭湧湧但昨晚在中環酒吧街依然人頭湧湧。。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確診者曾到訪的銅鑼灣香港明星舞蹈藝術學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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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5810 今日出紙3疊6張半 港售10元

2020年11月
星
期
日22 大致多雲 間有陽光

氣溫22-27℃ 濕度65-85%

庚子年十月初八 是日小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