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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源確診高企 鬆綁恐惹反彈
過去兩周不明源頭佔本地個案35.2% 證社區仍存隱鏈

香 港 新 冠

肺炎疫情反

覆，繼前日

確診個案輕

微反彈後，昨日再回落至單位數低位，只新增8宗確

診個案，3宗源頭不明。不過，個案減少不代表市民

可以掉以輕心，香港文匯報統計發現，過去兩周的源

頭不明個案平均佔本地病例的35.2%，前日不明源頭

個案更佔本地個案的83.3%，持續高企。多位專家認

為，這情況反映社區仍存有不少隱形傳播鏈，隨着政

府昨日如期放寬部分防疫措施，包括部分處所重開及

放寬食肆晚巿堂食和人數限制等規定，令人憂慮香港

疫情有反彈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昨日疫情
新增確診宗數：8宗

●本地個案︰8宗
●輸入個案：0宗
●不明源頭個案：3宗
●有關聯個案：5宗

不明源頭個案
●個案10816：49歲家庭主婦，居於
大埔88廣場，2月11日發病

●個案10817：43歲家庭主婦，居於
深水埗崇德樓，2月14日發病

●個案10820：54歲圓玄護養院暨長
者日間護理中心 （順利邨）女護理
員，居於秀茂坪邨秀程樓，2月12日
發病

新增強制檢測大廈
（有一宗或以上確診個案）

●大埔寶鄉街88號88廣場
●深水埗大南街315號至319號崇德樓
●觀塘秀明道101號秀茂坪邨秀程樓
●沙田小瀝源路63號綠怡雅苑第1座
●元朗日新街5號日新大廈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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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政府昨日再進行突擊行
動，到土瓜灣8幢早前納入強
制檢測公告的大廈，檢查居民
有否按規定進行病毒檢測。在
790名居民中，有65人違反強
制檢測公告，政府已向他們處
定額罰款5,000元及發出強制
檢測令。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聯同九龍

城警區、衞生防護中心和醫療
輔助隊，昨日上午7時40分到
土瓜灣安和園（第二期）安平

大廈、安康大廈、美景街9及
11號、13及 15號、17及 19
號、21及23號、25及27號和
29 及 31 號大廈進行執法行
動，在大廈出入口查核住客的
檢測證明，並到相關大廈內進
行檢查，確認住戶是否已按有
關要求進行檢測。
行動至同日上午約11時10

分結束，共檢查約790名居民
的檢測報告，其中約65人違
反強制檢測公告。政府向他們
處定額罰款5,000元及發出強

制檢測令，要求於指明期間內
接受檢測，不遵從強制檢測令
即屬犯罪，可處罰款2.5萬元
及監禁6個月。
政府重申，發出強制檢測公

告旨在盡快堵截新冠病毒在社
區散播，強調會繼續嚴格執
法。根據資料，當局自去年12
月24日到沙田乙明邨明恩樓進
行強制檢測公告執法行動至
今，連同今次已先後進行了7次
突擊檢查行動，最少已發現342
名居民違反強制檢測公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衞生署公共
衞生化驗服務處早前覆檢華大基因上月29
日及本月首兩天的新冠病毒檢測結果，發現
有16宗假陽性結果。其中，8宗涉及教職員
及學校宿舍員工檢測，4宗是天水圍天恒邨
恒樂樓強制檢測，餘下4宗則涉及在流動採
樣站及社區檢測中心採集的樣本。
華大基因徹查事件後向衞生署提交的報告

分析，可能出現的失誤包括人為原因、試劑
殘留或污染，以及環境污染等可能性，並提
出糾正及改善措施，包括本月4日起安排其
他確認性測試，以覆檢呈初步陽性的樣本，
採取措施後已未再發現假陽性結果。
食物及衞生局發言人表示，將繼續跟進有

關的糾正及改善措施，密切留意化驗所測試
準確度，確保同類事件不再發生。

昨日新增的確診個案全屬本地病例，3名源頭不明的患者前日
已公布初步確診，昨日證實染疫。其中一宗源頭不明個案

為49歲家庭主婦（個案10816），於年卅晚（11日）開始喉嚨痛
和咳嗽，至本周二（16日）公眾假期完結後才到大埔那打素醫院
求醫。另一名不明源頭個案患者為 43 歲家庭主婦（個案
10817），於年初三（14日）開始發燒，同樣至本周二到廣華醫
院求診。

3廈納強檢大廈名單
第三宗源頭不明個案患者為54歲女子（個案10820），於順利

邨圓玄護養院暨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工作。她大年初一（12日）開
始發燒、喉嚨痛和頭痛，周一（15日）才最後一日上班，翌日到
社區檢測中心接受檢測。
該3名患者分別居於大埔88廣場、深水埗崇德樓及秀茂坪邨秀
程樓，由於上址出現不明源頭個案，按規定要納入強制檢測大廈
名單內，所有居民均須接受病毒檢測。
香港整體確診個案雖然維持低位，但昨日的不明源頭個案佔整
體個案達37.5%，而過去14天累計新增282宗個案，包括236宗
本地病例，其中83宗源頭不明，亦佔本地病例的35.2%。
政府專家顧問、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昨日接受
電台訪問時指出，前日有12宗本地確診病例，其中源頭不明個
案佔了10宗，比例非常高，且個案分布廣泛，反映社區仍有隱
形傳播鏈，直言政府現時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的風險高，但明白政
府有需要救市，惟擔心會出現農曆新年群組爆發。

專家憂月底前難清零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教授高本恩在電視訪問中表示擔心疫情
反彈，並相信本月底前難以清零。他指出，巿民仍未注射新冠疫
苗，社區亦未「零確診」，惟政府已放寬部分防疫措施，有可能
令確診個案再上升。
他認為，最理想做法是多等一兩周直至「零確診」，才有信心

放寬措施，讓巿民回復正常生活一段時間，否則第五波疫情隨時
來襲。
對食肆昨日放寬每枱人數限制至4人，堂食延至晚上10時，香
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亦認同，現時食肆防疫情況
不理想，未有嚴格執行每張枱相距1.5米的規定，隔板質素亦參
差，未能有效防疫，認為政府應清楚向業界說明有關規定，包括
隔板的規格等要求，例如規定隔板必須三邊圍封等，政府更要向
違規者採取執法行動。

檢測現16宗假陽性
華大基因出招堵漏

違強檢令 土瓜灣65人罰款50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香港市民最快可於下周
五接種新冠疫苗。香港大
學、樹仁大學及浸會大學與
復康會的調查發現，近四成
受訪者願意立即接種獲政府
批准使用的新冠疫苗，51.2%
受訪長期病患者願意即時接
種政府批准的疫苗；至於非
長期病患者中則有33.3%願意
即時接種。
是次調查於上月以網上訪問

形式進行，共訪問了2,733名
市民，其中 921人有長期病
患。以14分為滿分，長期病
患者認同接種疫苗是社會責
任、是控制疫情必要手段的平

均評分為9.6分，較非長期病
患者的9.1分為高。非長期病
患者則較傾向同意需要應付日
常生活及資訊不足，是接種疫
苗的障礙。

揀疫苗最看重有效率
在選擇疫苗時，受訪者最注

重是疫苗有效率，七成以下的
有效率會減低接種意慾；其次
注重是疫苗可能產生嚴重不良
反應的機會。同時，免費接種
或配有醫療保險的疫苗接種計
劃，可提高受訪者的接種意
慾，但為疫苗接種計劃提供經
濟誘因，反而減低受訪者接種
的意慾。

當受訪者選擇了可接受疫苗
方案，被問到會於什麼時候接
種時，有40.6%表示希望自己
是最後10%接種的人士，數字
反映相當部分受訪者對接種疫
苗採取觀望態度。
研究團隊建議，政府發布的

疫苗資訊要保持透明度及準確
性，尤其是關於疫苗有效性及
副作用的資料，減低市民對疫
苗的疑慮；特別考慮為長期病
患者提供疫苗出現嚴重不良反
應後的生活援助，增強長期病
患者接種疫苗的誘因，但認為
政府毋須為接種疫苗提供經濟
回贈，因為這不會提高一般市
民接種疫苗的意慾。

四成人願立即接種

●昨天有限度放寬限聚令下，銅鑼灣購物區各式商場店舖食肆重現人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政府昨公布本港最新失業率升至
7%，為17年來新高，失業人數升至
25 萬多人。新世界同日宣布將於 3
月中舉辦疫情期間首個私人企業大
型招聘會，增聘近千個職位。疫情
持續逾年，本港經濟陷入低谷，失
業人數不斷飆升，情況令人擔憂。
在這個需要政府和全社會同舟共濟
的艱難時刻，大企業逆市增騁人
手，增加就業崗位，既展現了企業
的社會承擔，樹立與香港和市民共
度時艱的良好示範，亦顯示企業為
疫後發展儲備人才的遠見。希望有
能力的企業有承擔、有遠見，為本
港復甦經濟、改善就業、促進社會
和諧多出一分力。

本港失業率急升至17年新高，與
政府推出的「保就業」計劃去年11
月底完結、不少企業裁員結業致就
業市場進一步惡化有關。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羅致光承認，雖然第四波
疫情近期現緩和跡象，但由於經濟
活動需時回復正常，勞工市場在短
期內仍會受壓。

協助失業者渡過難關，政府當然
是最大的責任者，必須加大支援力
度；同時，本港作為高度商業化經
濟體，企業是人力市場的最大主
體，增加就業機會、紓緩失業問
題，也負有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
商界由於有完全自主決策權力，運

作效率更高更快，由大企業出手增
加就業機會，更顯迫切、及時與重
要。

大企業的抗風險能力較大，本港
不少大企業如超市、金融服務業
等，受疫情影響不大，相反在全球
央行「放水」救市的情況下，不少
大企業因為資產價格上升而獲得不
俗盈利。在本港中小企、服務性行
業因疫情衝擊而面臨倒閉潮、裁員
潮時，本港大企業站出來增開職
位，協助失業人士重投職場，減少
失業人士的生活壓力和政府公共福
利的負擔，這是大企業應盡之責，
也是社會對大企業的合理期望。

此次新世界招聘職位，當中很多
是因應疫後新常態而增設的工種，
以及面向年輕人的職位，如數碼媒
體推廣、口罩研發、企業社會責任
策略師、卓越服務大使等，反映企
業為疫後發展先行布署。現時市場
可供招騁的人才較多，企業更易找
到適合自己的人才，為疫後快速發
展未雨綢繆。多個專家預計，隨着
疫情緩和，本港經濟有望走出低
谷，企業此時廣招人才，儲備更多
優秀人才，可在經濟好景時領先一
步加快發展。期待本港有更多大企
業有超前的眼光，疫市增聘人手，
達至政府、企業、打工仔多贏局
面。

企業出手紓緩失業有承擔有遠見
政府昨日起放寬部分防疫措施，包括容許晚市

堂食至10時、部分處所亦能重開；首批100萬劑內
地科興新冠疫苗於今日下午抵港，另外100萬劑由
復星BioNTech生產的「復必泰」疫苗，預料本月
底前運到，下星期二起將接受網上預約接種。經
過兩個多月的嚴格抗疫，疫情有所緩和，而且疫
苗接種計劃即將展開，本港擺脫疫情折騰似乎看
到曙光，但冷靜思考，即使開始接種疫苗，也絕
不意味本港抗疫馬上大功告成、萬事大吉，如果
各行各業、普羅市民的抗疫意識放鬆，疫情短期
內再度爆發也絕不是危言聳聽。因此，政府和各
方必須保持高度的警覺，繼續嚴守各項防疫措
施，以免疫情反撲，經濟民生繼續嚴重受損。

去年11月中，本港疫情急轉直下，政府再次收
緊防疫措施，至今已接近三個月。其間政府採取
升級版的控疫措施，實施禁足封區強檢，更呼籲
市民在農曆新年減少聚會，過一個「平靜春
節」。經過政府市民同心抗疫，近期有多日確診
個案回落至單位數字，政府有條件放寬部分防疫
措施，讓飽受疫情折磨的各行各業和市民稍稍喘
氣。疫苗終於來港，更讓市民認為徹底控疫在
望。

其實，現在離成功擺脫疫情折騰還有很遠的路
要走，疫情的現實威脅仍然嚴峻，政府和各方必
須保持頭腦清醒。首先，按照本港每日接種5萬至
6萬劑疫苗的能力計算，即使每日滿額接種，要達
到全港三分之二人口接種疫苗並產生抗體，實現
「群體免疫」，至少也要大半年時間；其次，由
於抗疫疲勞和傳統習俗影響，在農曆新年假期，
本港人流大增，不少市民趁節日外出消閒用膳，
拜年活動密集，近期有一日錄得10宗源頭不明個

案，反映隱形傳播鏈未完全切斷，社區傳播風險
仍高，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亦表
示，源頭不明個案有上升趨勢是警號。

更值得關注的是，政府放寬食肆及部分處所的
經營限制，但要求顧客需下載使用「安心出行」
程式，或填寫個人資料，但有食肆、商戶及市民
並未嚴格遵守有關規定，有顧客填報虛假資料，
經營者為做生意，採取「隻眼開、隻眼閉」的態
度，令控疫措施形同虛設，無形中增加了疫情反
彈的風險。有專家警告，如果不持續嚴守控疫措
施，第五波疫情就在眼前。

疫情困擾本港一年有多，各行各業遭受重創，市
民苦不堪言，業界和市民渴望經營、生活盡快復
常，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如果現在業界為了彌補
損失，就採取「報復式經營」，對防疫要求掉以輕
心，為了經濟利益而疏於防疫，難免很快又導致疫
情反彈、遭到疫情「報復」；市民怕麻煩，不願遵
守防疫要求，不配合追蹤疫情，就難免再惹受困疫
情的大麻煩。

本港經歷了四波疫情，正是陷入「加強控疫、
疫情稍好；放寬控疫、疫情反彈」的惡性循環。
目前的疫情緩和來之不易，是政府和各界共同抗
疫的努力成果，但也為此付出巨大代價。各行各
業、廣大市民不想見到再有第五波疫情，就更要
珍惜目前的防疫成果，防疫必須再接再厲。在放
寬經營限制的情況下，有關業界責無旁貸保持防
疫措施全面到位，主動敦促、提醒、監督顧客配
合防疫，堵塞散播疫情的漏洞。政府也要加強巡
查檢控，從嚴執法，對違反控疫措施者起阻嚇之
效。政府、商界、市民攜手防疫，竭力防止疫情
反彈，是全港的最大利益所在。

疫苗抵港非萬事大吉 防疫措施絕不能鬆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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