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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營盤URSUS FITNESS健身中心群組累計147人
染疫，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
勇昨午聯同衞生防護中心及機電署等多個部門人員到
該健身中心巡察，共抽取11個包括冷氣濾網的環境樣
本，以便進一步調查爆發是否存在環境因素。袁國勇
認為，該處所的通風系統嚴重不足，相信是群組爆發
的主要原因，暫時不建議該健身中心重開。
袁國勇等人巡察後表示，該健身中心內無鮮風入口，
如果沒有打開大門及窗戶，換氣次數近乎零，可能是群
組爆發原因之一。「健身室職員有經常佩戴口罩，相信
出現疫情與他們或客人唔遵守防疫措施無關，但因為健
身室內缺乏空氣流通，使用者在室內環境中每分鐘呼出
和吸入的空氣量是平常的6倍至10倍，令到健身室內積
聚載有病毒的氣溶膠。」他解釋，換氣不足，令含新冠
病毒的空氣積聚，無鮮風稀釋，就算場內人士戴口罩都
未能完全過濾所有含病毒空氣。
他表示，過去也曾巡察其他健身中心，但鮮見如此通
風不足的情況。「從公共衞生的角度嚟睇，在健身室的
通風系統未得到改善之前，URSUS FITNESS不應重新
開放。」他建議在可行的情況下，將健身室的換氣量增
加至每小時6次至12次，並將未使用過的乾淨物品與已
用過的物件分開擺放。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昨日接受電台訪問

時，讚揚政府今次處理健身群組爆發的手法得宜，他
說：「健身群組相關個案已漸消失，反映政府的應對措
施已有改善。」他認為，如仍關閉的室內場所，能做到
限制人數、保持空氣流通和確保在場人士戴口罩等要
求，政府值得考慮有條件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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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營盤健身中心URSUS FITNESS

群組爆疫已基本受控，使香港整體疫

情回穩，昨日新增的18宗確診個案

中，大部分（11宗）是輸入個案。而

健身群組昨日新增5宗確診和多宗初

步確診，迄今共 147人染疫，除首

宗確診是透過定期病毒檢測發現，

其餘患者都是衞生署透過個案追蹤

後發現送檢，並在檢疫中心發病，

大大縮短患者在社區遊走「播疫」

的時間。該群組由高峰時新增四五

十宗確診，到現階段偃旗息鼓，爆

疫僅歷時十餘天，比跳舞群組的橫

跨多月，明顯是政府「撲疫」政策

收效。香港文匯報訪問專家總結三大

控疫「法寶」，包括個案追蹤、封區檢

測及擴大檢測是制勝關鍵。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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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營盤健身中心西營盤健身中心
URSUS FITNESSURSUS FITNESS 群群
組爆疫已基本受控組爆疫已基本受控。。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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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
寶

URSUS FITNESS健身群組迄今
共147人染疫，包括8名職員，93名
顧客及 46名密切接觸者；另有約
1,500人需接受檢疫，絕大部分確診
個案均由檢疫中心送院，鮮有患者在
社區遊走一段時間，大大減少社區傳
播鏈。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嚴謹的個案
追蹤是今次成功的最關鍵因素。

及時安排檢疫 避免社區傳播
他回顧，3月11日中午起該健身中心停業，大部分確診顧客都曾於6日至
11日期間光顧，由於該健身中心有保留顧客名單，方便衞生防護中心追蹤，
及時安排檢疫和檢測。梁子超解釋，「因為比較早聯絡到這些接觸者，無乜
機會畀佢哋喺社區傳播，我哋見到URSUS傳播到第二代就結束，沒見到有
第三代傳播。」
他指出，以往可能因為檢疫中心設施限制，送檢人數並不太多，而URSUS

FITNESS全體員工僅10人，並涉及270名顧客，但送檢卻多達1,500人，即每
名顧客的家人基本都會送入檢疫中心，漏網之魚減至最少。
至於「安心出行」程式，他認為對於追蹤雖有幫助，但也很有限。「因為
政府無法掌握接到通知的人的信息，對方可能對通知不予理會。」他故建
議，除健身中心外，酒樓等高危場所，如舉辦大型聚會最好也保留出席人員
的名單。

個案追蹤疾如電

文 匯 要 聞A3 ●責任編輯：明澤宏

20212021年年33月月2323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1年3月23日（星期二）

2021年3月23日（星期二）

控疫三大法寶 速遏健身群組
爆疫僅十多天已趨平緩 比跳舞群組橫跨多月好得多

西營盤URSUS FITNESS健身室感染群組的確診者，集中居
住在中西區，並可能已在該社區造成隱形傳播鏈，故當該群組出
現首宗確診個案後3天，特區政府隨即在港島區出現群組爆發一
帶的社區展開封區行動，以切斷社區傳播鏈。政府至今分別在4
天圍封港島區7個區域作封區強測，成功揪出兩名無病徵確診
者，患者正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職員，他們的女兒之後也證實確
診。
URSUS FITNESS群組的確診者大多居住在中西區豪宅，樓

宇結構及管理完善，但仍可能存在隱形傳播鏈，故本月14
日，政府雷厲風行在中西區舊山頂道23號帝景園第一座至第
五座進行封區強檢行動，找到兩名分別40歲男士和41歲女士
對病毒呈陽性，他們屬夫婦關係，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工作。

迅速展開行動 揪出隱形患者
他們被發現時都無病徵，亦未到過URSUS FITNESS健身

室，若政府沒有展開封區行動，他們或許仍一直潛伏社區、成
為隱形患者將病毒傳染更多人。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當日匯報確診個案時

指出，兩人近期沒有離港，肯定是本地感染個案，過去14天曾
上班、前往餐廳和超市，其3名同住家人被送往檢疫。翌日，衞
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證實，兩人的3歲女兒也染疫，
與女童有密切接觸的同學和學校職員需接受檢疫。由封區至迅
速送檢，政府及早介入阻止傳播鏈在住處及學校蔓延下去。

封區強檢阻蔓延
西營盤URSUS FITNESS健身群組爆疫不足兩星期，疫情漸放緩，香港

愈來愈強大的檢測能力應記一功。該群組被揭發源於該健身室一名教練進行
恒常檢測時發現染疫，特區政府再抽絲剝繭透過個案追蹤和強制檢測，終在
短時間內揪出其他受感染者。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於本月9日公布，一名於URSUS FITNESS工作的27

歲男健身教練初步確診。他本身沒有病徵，於8日遞交樣本進行檢測，10日正
式確診。中心要求該健身室所有員工即時接受檢測及隔離，同日再多9名員工
及顧客的檢測結果初步呈陽性，健身室短短兩日至少檢測出10人染疫。

設流動檢測車 連日現人龍
由於不少確診顧客同時光顧其他健身中心，衞生署隨即發出通告，強

制全港健身中心員工均需在本月14日之前接受檢測，加上部分個案涉及
銀行家、律師等，他們的工作地點多在中區，政府馬上在中環愛丁堡廣
場安排3輛流動檢測車，連日出現輪候檢測人龍。
隨後，政府對中西區多幢大廈發出限制與檢測宣告，規定所有曾逗留有關

大廈逾兩小時人士均需接受強制檢測，以求找出所有確診者，截斷傳播鏈，
達至小區清零目標。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說：「今次得以發現呢個群組係有彩數，因為

首宗個案是恒常健身中心檢測時發現，而且群組剛巧有爆發，若兩者有時差
便可能出現中間傳播數代的情況，唔好彩的話，可能（患者）檢出陰性結果
第二日就發病，咁就會傳播13天。」
他強調有病徵者一定要從速檢測，高危行業人員應縮短檢測周期，由每
14天檢測一次，改為7天一檢。

擴大檢測堵漏洞2法
寶 3法

寶

●專家建議，酒樓等舉辦大型聚會最
好也保留出席人員的名單。資料圖片

在中央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重塑香港管治與
政治生態之後，香港「泛民」政治參與的空間在
哪？這個問題的答案，掌握在反對派或者說「泛
民」自己手中。香港國安法劃出法律紅線，全國人
大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設定香港新的民主選舉
制度的制度規則，在香港的憲制秩序之下，香港
「泛民」是無法反對、不能逾越、難以撼動的。香
港「泛民」要找到政治參與的空間，就要根據新的
紅線和制度規則，首先認真深刻反省自己過往的錯
誤，知錯、悔錯，並按國安紅線與新的制度規則來
改弦更張，做「忠誠反對派」，這樣「泛民」自然
就能找到政治參與的空間所在。

在全國人大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後，香
港「泛民」中的一些人站在以往所謂的民主選舉制
度、政治參與的固有立場，用自己一成不變的那套
思維，來看待和評價全國人大有關決定，並據此聲
稱「選委會是小圈子選舉」「打壓民主派參政空
間」「民主制度走回頭路」「人大決定閹割香港民
主制度」「『一國兩制』已死」等。

如果「泛民」對全國人大有關決定，還是一直抱
持這種態度，那麼確實已自絕於香港的民主選舉制
度之外了，也等於自己關上了政治參與的大門。道
理很簡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已經作出、且
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作出的，有無可挑戰的憲制地
位、合憲合法、不可撼動。在這種新的制度框架和
原則下，如果「泛民」仍自認為自己是愛國家、愛
香港的，仍想通過政治參與來為香港人服務、為香
港人謀福祉，那「泛民」就要按新的國安紅線，按
符合香港實際的、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選舉制度
規則，來自我深刻反省，知道自己過往錯在哪裡、
切實真心悔錯，只有深刻反省、知錯悔錯了，才有
可能改弦更張，找到自己可以走的、應該走的路，
擁有自己政治參與的空間。

回望過去多年、尤其是修例風波以來的種種過
往，「泛民」中多數人的第一錯，是抱持「愛國不

愛共產黨」甚至「愛國反黨」的立場和思維，並因
此而牴觸甚至敵視國家制度、無視甚至扭曲國家發
展、抗拒甚至阻撓香港融入國家發展。「泛民」要
有政治參與空間，首先就要接受並且真正明白：中
國的發展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的
執政地位和制度安全，是不容損害、不容挑戰的底
線，那些所謂把中國共產黨與國家、人民分離的荒
唐邏輯，必須摒棄。

「泛民」中多數人過往的第二錯，是以所謂「香
港是國際城市」的藉口，企圖通過將香港問題「國
際事態化」，甚至有意配合外部勢力把香港變成遏
華棋子，以此對抗中央全面管治權，換取自己僭越
身份和權利的政治資本、政治能量。在這個問題
上，如果是已經涉嫌或被裁定違反國安法的攬炒
派，政治參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只能是南柯夢；而
其他的「泛民」中人，必須真正明白並且堅守這樣
的底線信念：香港是國際城市，但香港是中國的香
港，香港決不能成為反華遏華棋子。

「泛民」多數人過往的第三錯，是惡性參政、為
反而反，甚至發展到要「攬炒」香港。他們為一黨
一己之私，拋棄良性參政規範，為了獲得選票尤其
是爭取激進選民，採用無休止拉布、把暴力帶進議
會等劣質民主手段，並發展到走上以違法「初
選」、意圖獲得立法會過半議席來癱瘓政府施政、
奪取管治權的不歸路。還想有政治參與空間的「泛
民」中人，必須徹底拋棄這種與香港利益為敵、與
市民福祉為敵的劣質民主陋習。

中央已明確劃出底線，參與香港治理的人需秉持
愛國愛港立場，與反中亂港勢力劃清界限，完善後
的香港新選舉制度，一定會有「泛民」政治參與的
空間。「泛民」中人現在要認真去想一想，自己以
往的行為哪些不符合國安紅線、哪些違背了香港新
的民主選舉制度的制度規則，並以實際言行與過往
錯誤訣別。誰知錯悔錯得越徹底，誰改弦更張得越
堅決，誰的政治參與的空間就越大。

「泛民」需要知錯悔錯 改弦更張就有參政空間
連日來，本港單日新增新冠病毒個案

維持在單位數或低雙位數水平，健身群
組爆發基本受控，健身群組的147宗個案
絕大部分都經檢疫中心確診送院。疫情
出現初步受控跡象，關鍵在於特區政府
早前擴闊了檢疫範圍、加強力度封區強
檢、以及做好高危行業的定期檢測追蹤
工作。這是政府因應疫情防控規律以及
不斷提升抗疫能力，工作不斷有所提升
進步的成果，需要繼續堅持和強化。但
疫苗接種率偏低仍然是窒礙本港取得抗
疫勝利的關鍵，政府要設法提升市民接
種的積極性，包括積極與周邊地區商討
「疫苗護照」，提升接種誘因。

由 3 月 10 日至昨日，健身群組一共發
現了147名確診者，高峰期單日就新增47
人確診。專家一度非常擔心健身群組會
引爆本港第五波疫情。但衞生防護中心
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日前表示，該群組
的爆發已經穩定。而且健身群組大部分
個案均經檢疫中心送院，說明政府的檢
疫、檢測工作較過往做得到位，成功避
免了在社區出現三代、四代傳播。

當中的關鍵，是特區政府汲取了早前
多波疫情的教訓，在今年頭兩個月先後
加強了密切接觸者的檢疫範圍和降低了
強檢的門檻。過往發現患者後，只會追
蹤患者發病前兩日的密切接觸者檢疫，
這個規定在上月擴大至發病前7天。如果
密切接觸者有病徵，家人同須檢疫；如
密切接觸者沒有病徵，在該名密接者等
候檢測結果期間，家人亦要檢疫3天等結
果出爐。因此健身群組的高峰期一度有
約1,500名各類密切接觸者在檢疫，這個
檢疫比例明顯較過往高。

同時，政府也加強了封區檢測工作。
由於健身群組主要在中西區爆發，政府
分別在4天圍封港島區7個區域強檢，找
出美國駐港總領事館職員等隱形患者。
另外，政府持續加強對高危行業的定期
檢測，URSUS FITNESS的首名確診者，
就是應政府要求進行定期強檢的健身中
心職員。事實證明，政府通過收緊檢疫
和強檢的要求，第一時間將發病群組的
大部分密切接觸者隔離檢疫，再通過大
規模的封區強檢，是可以成功將病毒的
傳播鏈截斷，避免疫情在社區不斷擴大
蔓延。政府應該總結這方面的經驗，今
後繼續堅持做好相關工作。

不過，要徹底戰勝疫情，疫苗仍然是
最重要的武器。本港疫苗接種計劃已展
開近 1 個月，現時有大約 5%的市民接種
了第一針疫苗。如果以此進度推展，一
年內都難以達至群體免疫，對本港經濟
復甦和生活復常十分不利。疫苗接種率
不高，與個別人接種後出現不良反應有
關，這種情況隨着政府連環出招闢謠而
有所改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
示，全港接種率近日有逐步回升跡象。

接種疫苗既是保障自身生命健康，也
有利於加速社會恢復更多經濟活動，以
及推動和內地及周邊地區恢復通關。與
此同時，生活復常和恢復通關也反過來
可刺激市民接種的意欲。澳洲航空行政
總裁喬伊斯透露，許多國家政府正討論
要求所有國際航班旅客必須接種新冠疫
苗，甚至視接種新冠疫苗為「入境條
件」。特區政府也必須加緊與內地和周
邊地區商討接種疫苗後的免檢疫通關安
排，藉此增加市民接種的誘因。

總結戰疫經驗 提升接種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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