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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確診者李運強偷走3天，經全城追捕終

於尋回後，公立醫院仍未加強保安，致同類事件再

發生。昨日，一名25歲的檢疫者聲稱不適被送往

北大嶼山急症室求診，其間她趁無人看管之際逃

走，目前下落不明，恐成流動「播疫炸彈」。醫院

管理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家獻表示，院

方已將個案通知衞生署及警方跟進，稱醫院人手有

限難以安排保安員24小時看守病人，希望市民配

合。工聯會醫療人員總工會副主席馮權國直指醫院

保安存有漏洞，尤其在目前的非常時期，院方有必

要增聘人手看管重要病房和病人。

檢疫又「走犯」恐成播疫炸彈
隔離女稱睇急症「走佬」醫院指人手不足難24小時𥄫 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醫管局昨日公布，一名在竹篙灣檢
疫中心接受檢疫的25歲女子昨日

凌晨時分報稱身體不適，由衞生署安排
救護車送往北大嶼山醫院急症室，昨晨
9時許完成治療後，院方為她安排負壓
病房等候救護車送返竹篙灣檢疫中心，
其間她趁無人為意，徒步離開醫院。
院方於昨晨10時發現她失蹤，隨即
翻看閉路電視並通知警方跟進，至今仍
然下落不明。

「逃犯」屬密接者 前日檢測陰性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

日在疫情記者會上透露，該名逃走的女
子屬一名確診者的緊密接觸者，早前送
到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原訂前日(22
日)檢疫期滿；但後來因為該女子有家
人在檢疫期間確診，衞生署因此將其檢
疫期延長兩天至今天（24日），但她未
等檢疫期滿就逃走，而她於前日的病毒
檢測結果為陰性。

劉家獻表示，局方事後已提醒醫院部
門主管加強保安，並向衞生署尋求協
助，但他強調：「醫院始終是一個治療
的地方，所有員工都難以24小時看管
病人，需要市民自律配合醫務人員的指
示和安排。」
他批評市民不論在接受檢疫或隔離期

間擅自離開，都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工聯會醫療人員總工會副主席馮權國

表示，公立醫院出現病人逃走是老生常
談的事情，亦理解醫護人員有工作在身
難以同時監視病人舉動，他認為醫管局
在這些「非常時期」應該在重點病房增
加保安員人手，登記及監視病人舉動，
「現在本港失業情況嚴重，不會聘請不
到人手，亦都能夠創造職位。」

保安看守最穩陣「走犯」即報警
他指出，新冠肺炎患者通常會穿着病
人服及佩戴手帶辨識身份，但緊密接觸
者則未必有相關識認，局方可加強識

認，方便普通市民幫眼留意有否「走
犯」。不過，他認為這也非萬全之策，
「一直以來都有佩戴隔離手帶的人擅自
離開外出，顯示手帶未能真正綁住病

人。」他認為，最穩陣是安排保安員看
守，除了能夠確保不會有病人偷走外，
若不幸「走犯」也能及時通報和報警，
增加找回病人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上月底更
改電腦系統時出現技術問題，使800多名接
受病毒檢測的市民，沒收到其陰性檢測結果
的電話短訊，包括上周三離世後確診的「正
義聯盟」創辦人李偲嫣及其丈夫謝鋮浚。雖
然政府強調受影響個案中並沒有陽性個案，
但有巿民昨日致電電台節目時聲稱，親屬等
了5天仍未收到短訊，遂自費接受檢測發現呈
陽性，在家再等5天才獲送院治療，質疑被延
誤發送短訊的人士中也有陽性個案。
政府透過公營診所、私家醫生等提供的免
費檢測服務，最初做法是市民提交檢測樣本
後，若結果呈陽性會收到衞生署通知，如若
三個工作天內都無接獲通知，即表示結果為
陰性。
不過，為回應公眾訴求，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署及醫管局自上月底起逐步改善其電腦
系統，以便透過電話短訊通知檢測結果呈陰

性的人士。政府早前指，在更改電腦系統過
程中，由於相關系統出現技術問題，導致部
分市民接受檢測後，仍未能收到其陰性檢測
結果的電話短訊，估計自11月底以來，約有
800多名市民受影響，當中並沒有陽性個
案，並指發現問題之後，已立刻採取補救措
施，預計可在短時間內解決。

市民稱親人等10天才送院確診
政府強調受影響的800多人中沒陽性個

案，但承認受影響人士當中包括本月16日在
家中暈倒、死後確診的李偲嫣，及其丈夫謝
鋮浚，令人質疑相關檢測的準確性，及政府
跟進已出現病徵的「假陰性」個案的成效。
有市民昨日在「烽煙」電台節目亦聲稱，其
一名男親戚於政府檢測中心進行病毒檢驗後
5天仍未收到短訊通知，於是自掏腰包接受
檢測，翌日即獲通知證實確診，但遲遲仍未

被送院，再過5天直至有政府人員上門接走
其家人送往檢疫中心時，始揭發該名男親人
仍「等候」送院，換言之他由首次檢測至送
院治療足足等了至少10天。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昨日在

電台節目上亦表示，現時香港應對新冠肺炎
疫情的速度未夠快，包括檢測及要求疫廈進
行強制檢測等。他表示，不能接受48小時才
有檢測結果，認為應該要做到在24小時內有
結果，並通知相關人士。
何栢良又認為，政府應該短暫封鎖爆發疫

情的大廈，明確要求有關人士有陰性檢測結
果前不得離開居所。
何栢良提到若加快檢測速度，例如數小時

內有結果，就不用安排提供物資等，支援
「禁足」人士。而且若一棟大廈有兩三個單
位出現確診者，發現「唔對路」就應該發出
強制檢測公告，以盡快截斷傳播鏈。

逾800無收短訊檢測者疑有「見陽」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芙釵、倪思
言）新冠肺炎疫情持續，第四波疫
情有多個屋邨爆疫。其中藍田平田
邨平誠樓昨日再有兩名住戶確診，
累計8名居民確診，涉及5個單位，
另有多宗初步確診個案。衞生防護
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將
會為該邨安排強制檢測。另外，將
軍澳康盛花園四座近日接連出現5
宗確診個案，其中一名患者是早前
爆疫的方樹泉日間活動中心的工作
人員，衞生防護中心將會安排到屋
苑派發樣本瓶。
張竹君表示，藍田平田邨平誠樓

的確診單位，分別來自不同樓層，
其中有兩個單位的室號相同，但相
隔超過10層，亦有數個相關單位的
緊密接觸者初步確診，衞生防護中
心將會要求大廈住戶強制檢測。

將軍澳康盛花園第四座昨日再錄
得一宗確診個案，累計有 5宗個
案，涉及3個單位，當中兩個單位
屬同一樓層，但確診住戶互不相
識；另一個單位則相隔超過10層。
另外，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

邀請英國特許水務學會資深會員潘
景和，周日一同到出現確診個案的
柴灣峰華邨調查喉管狀況，並於昨
日開記者會交代情況。潘景和指，
邨內喉管有老化及鬆脫問題，部分
單位存有喉管安裝錯誤的情況，不
排除病毒有可能經喉管傳播到屋
內。他們亦發現邨內主要行人通道
旁大廈外牆的大型污水渠懷疑日久
失修，出現老化及生銹跡象，不排
除污水中的病毒或經空氣傳播，建
議必須盡快更換合規格的喉管，以
堵塞傳播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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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鈞日前聯絡英國特許水務學會資深會員潘景和，聯同民建聯東區支
部主席洪連杉、社區主任陳凱榮，一同前往峰華邨秀峰樓多個單位視察喉
管狀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食物及衞生局
負責病毒檢測結果通知的電腦系統日前發生故
障，11月底至今約800多名市民無法收到陰性檢
測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
芬昨日在電台批評，特區政府一直沒有正視抗疫
人手不足問題，抗疫態度「慘過佛系」，只依賴
幾位香港專家，認為當局應如法律諮詢般，要多
找不同專家尋求意見，若食衞局、衞生署等領軍
團隊出問題，就應找其他人領軍。

梁美芬又指，新冠病毒近日已在英國出現變
種，有政府專家顧問醫生指，變種病毒可能傳
入香港。不過，特區政府的檢測一直只針對有
病徵者，難以有效找出隱形傳播者。
她強調，檢測工作事關人命，特區政府必須
就抗疫措施未有成效而應變，不能只說「抗疫
張弛有度」，應尊重內地專家鍾南山的建議，
尋求內地支援，仿效內地抗疫成功經驗，推行
全民檢測，以市民健康為先。

梁美芬促政府向不同專家取經

■梁美芬指，新冠病毒近日已在英國出
現變種，有政府專家顧問醫生指，變種
病毒可能傳入香港。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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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昨日召開特別會議，通過在《預防
及控制疾病條例》下制定新規例，讓新冠病毒
疫苗作緊急使用，行政長官專門召開記者會，
公布推行接種新冠病毒疫苗的各項規劃詳情。
政府在疫苗採購、知情權和安全性保障等多方
面作出周詳安排，回應了社會對盡快推行疫苗
接種的殷切期待，也有利增強市民對接種疫苗
的信心。下一步政府要做好具體落實，周全處
理各個工作環節的銜接、資源調配等細節，保
障接種計劃高效順暢進行。市民更應相信科
學，抵制對疫苗的政治化炒作，積極配合接種
計劃，對自身和公眾安全負責。

政府的規劃和比較詳盡解說，相當程度上釐
清了市民對疫苗接種的疑慮。第一、疫苗數量
足夠，政府已與三家不同的疫苗企業簽訂協
議，且會繼續物色採購第四款疫苗，足夠覆蓋
全港人口；第二、行政會議通過讓疫苗作緊急
使用的新規例，生效期1年至明年12月23日，
計劃將在一年內完成疫苗接種，接種計劃既有
法律依據，也讓市民看到接種的時間表，降低
焦慮感；第三、針對市民擔心疫苗可能存在的
副作用，政府計劃成立保障基金，為市民因為
接種引起的不良反應包底，讓市民無後顧之
憂；第四、市民可以選擇在不同的地點和時間
注射，變相可以選擇自己心儀的疫苗種類。政
府的安排回應了市民的關切，為推廣全民接種
打下良好基礎。

疫苗是對抗傳染病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新冠
病毒傳染性強，一般估計要社會七成以上人口
有抗體，才能達致群體免疫。疫苗接種計劃成
敗的核心問題，在於政府要把接種安排做到高
效、方便、細緻，吸引足夠多的市民參與接

種； 而做到這一點的關鍵，在於各方面的細節
要做到足。全港性接種疫苗計劃規模龐大、過
程複雜，政府要充分考慮落實計劃的難度，抓
緊時間制定周密的操作細節，包括接種時的社
區宣傳、登記，不同群體的接種次序，接種的
證明和追溯，都需要有一套嚴密的操作系統來
落實。

本港曾經在9月推行大型的普及社區檢測，
近期又在全港多區開展自願檢測，已經累積一
定的大規模防疫操作的經驗；而在近一年的控
疫工作中，也顯示出不少落實執行不到位的問
題，令抗疫措施的成效打折扣。疫苗接種比社
區檢測覆蓋面和規模更大、更複雜，政府應加
強統籌協調，汲取社區檢測和抗疫工作的經驗
教訓，做好各部門的分工合作、資源調配，保
證接種計劃的成功落實。

接種疫苗關係到市民的身心健康，關係到本
港與內地和海外恢復正常往來，更關係到本港
經濟復甦和民生復常。必須注意的是，預計會
率先在港使用的內地科興疫苗，一直遭到一些
別有用心的抹黑、攻擊，這種防疫政治化的歪
風不遏止，勢必動搖市民對疫苗的信心，擾亂
疫苗接種工作，令本港更難以擺脫疫情困擾。

事實上，內地疫苗早在全球多個國家進行測
試，最新巴西的第三期測試數據也顯示疫苗有
效，詳細測試數據將在日內公布。而且內地科
興疫苗採用的滅活技術是最成熟的疫苗技術，
疫苗上市前亦會參考政府專家的的專業意見，
確保疫苗安全可靠才會推廣接種。市民無論出
於自身安全還是公眾利益考慮，都應抵制將疫
苗政治化和污名化，相信科學，以理性態度看
待接種疫苗，同心戰勝疫症。

保疫苗接種成功，關鍵在實施細節
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等罪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

英，再次申請保釋獲法庭接納，法庭並駁回律政
司就保釋決定上訴至終審法院的申請。儘管法庭
提出了相對嚴苛的保釋條件，但黎智英涉嫌多項
重罪，尤其在國安法生效之後仍目中無法，肆無
忌憚「唱衰」國安法、乞憐外力干預香港、制裁
國家，更獲外力撐腰，其棄保潛逃的風險非常
高，高等法院允許黎智英保釋的決定於法於理不
合，令社會感到匪夷所思。法庭保釋標準粗疏、
審批太鬆，導致近期很多涉及嚴重罪行的罪犯外
逃，令本港良好法治環境受破壞。令人憂憤的現
實，更顯出司法改革刻不容緩，以免本港法治公
義繼續受到傷害。

黎智英此前兩次申請保釋均被拒，審理的法官
正是考慮到黎智英棄保潛逃和再犯的風險。此次
在高等法院准許黎智英以1,000萬元現金、另加
人事擔保，保釋期間每周要到警署報到3次，除
報到及到法庭應訊外，需要留在住所，不得離
家，並要交出旅行證件。黎智英亦要承諾，不得
以任何形式與外國政府官員會面、接受任何形式
包括電視及網上社交媒體訪問，亦不得發表文
章，直接或間接要求外國制裁及參與敵對行動。
高等法院提出這些代價高、限制多的保釋條件，
本身已顯示黎智英棄保潛逃的風險極高。

今年6月底國安法實施後，黎智英勾結外國勢
力反中亂港的違法行動毫不收斂，多次透過社交
媒體及其名下《蘋果日報》發表文章，又接受訪問
等，企圖煽動他人或外國對中國及香港政府進行
對抗、制裁；8月10日，黎智英因涉違反國安法
而被捕，在保釋期間繼續犯案，多次主持節目及
接受外國媒體訪問，期間再乞求制裁。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法庭如果相信被

告人會不依期報到、在保釋期間犯罪、干擾證人
和妨礙司法公正，可拒絕保釋。香港國安法第42
條更有特別規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
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
安全行為的，不得准予保釋。」其中關鍵之處，
是「有充足理由」。

黎智英在8月被捕保釋後，變本加厲與外國反
華政客「大合唱」，勾結外國勢力插手香港事務、
對抗中國政府，赤裸裸乞求外國或境外勢力制裁
香港及中國，其連串活動不僅不符合《刑事訴訟程
序條例》對保釋的規定；同時，觸犯國安法第29
條「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可判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重大的，判處
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如今高等法院批
准黎智英保釋，明顯與相關法律和國安法相牴觸。

在黎智英還柙期間，西方政客不斷對案件說三
道四、妄加指責。美國副總統彭斯把黎智英美化
為「爭取民主自由的英雄」，國務卿蓬佩奧更頤
指氣使要求「立即釋放黎智英」。黎智英是外部
勢力在港的總代理人是公開的秘密，外部勢力公
然干預本港司法，替黎智英撐腰喊冤，誰能擔保
黎智英在保釋期間，不會千方百計尋求外部勢力
政治庇護，逃避本港法治制裁？高等法院允許黎
智英保釋，顯然低估其棄保潛逃的風險。

近期棄保潛逃案件層出不窮，不少涉嫌違反國
安法，或在修例風波中涉及暴動罪等嚴重罪行，
當中有海外組織從旁協助。本港法庭沒有充分考
慮棄保潛逃的風險，處理擔保申請太寬鬆，已備
受非議；更為人詬病的是，法庭不吸取教訓亡羊
補牢，令棄保潛逃案件一再重演。黎智英獲保
釋，更說明司法改革須盡速進行，堵塞保釋制度
的漏洞，才能彰顯法治公義。

黎智英獲保釋有違法理傷害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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