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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一確診波及珠澳 三地收緊防疫
兩密接者經珠海入境澳門 今起由珠進澳須持48小時陰性證明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敖敏
輝 廣州報道）中山市坦洲鎮 13 日通報
發現一例新冠陽性個案，由於其密切接
觸者經珠海進入澳門，引發中山、珠海
和澳門同步緊張應對。澳門在當天下午
即收緊入境要求，14 日零時起，由珠海
入境澳門的核酸陰性證明，由 7 天有效
改為 48 小時，而澳門出境去珠海
就維持 7 天有效核酸證明。

◆中山新增一宗
新冠檢測陽性個
案，為居住坦洲
鎮的一名 24 歲女
子。圖為坦洲居
民在接受核酸檢
測。 受訪者供圖

根據中山市通報，被檢測陽性個案為一
名 24 歲的女性，家住坦洲鎮國際花城

一期，為坦洲鎮某公司員工。1月12日到坦
洲醫院發熱門診就診，1月13日凌晨核酸檢
測為陽性。

中山坦洲鎮只進不出 全市核檢
目前該病例已被轉送至定點醫療機構隔
離治療。中山市立即對坦洲所有道路實施
全面管控，人員原則上只進不出，特殊情
況外出的須持 48 小時內核酸陰性證明，同
時啟動全市約 400 萬人的核酸檢測。13 日
上午，坦洲鎮交警全員上崗，散布在所有
進出路口，對進出車輛進行勸返。網絡視
頻顯示，有民眾因擔心管控措施進一步升
級，試圖「闖關」。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正在進行的中
山兩會流程亦作出調整，所有人大代表、
政協委員等，在會場附近被緊急安排核酸
檢測。來自澳門的政協委員李卉茵稱，緊
急接到通知後，所有參會人員接受核酸檢
測後返回酒店，實施封閉管理，「本來今

◆澳門密切接觸者工作的託兒所
外，次密切接觸者搭乘旅遊巴士前
往酒店進行醫學觀察。
往酒店進行醫學觀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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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我要去廣州的，現在行程已經取消。」

澳跨境師生全面檢測 次密接隔離
澳門特區政府 13 日稍晚則證實，有護養
院個人護理員和託兒所保育員曾在本月9 日
到中山坦洲參加宴會，與同場一名確診的
親友接觸，成為密切接觸者，他們過去三
天有上班。因坦洲有大量兩地往返人員居
住，澳門衞生局實時調整防疫措施，自 13
日下午1 時起，所有曾經到過中山市坦州鎮
國際花城一期及二期的入境人士，須在指
定地點接受醫學觀察至離開當地後 14 天但
最短不少於7天。
流行病學調查信息顯示，首名人士為 45
歲男性內地僱員，澳門明暉護養院保育
員；第二名為 59 歲女性，澳門居民，氹仔
坊眾託兒所保育員，兩人均曾於本月9 日到
中山市坦洲鎮參加宴會，同場的一名親友
為中山確診病例，兩人被列為密切接觸
者。衞生局已安排兩人進行核酸檢測，結
果為陰性，將安排到公共衞生臨床中心進
行醫學觀察。

西安兩醫院被停業整頓
疫下縮減醫療資源引爭議
西 安 市 衞 健 委 13 日
宣布，給予曾陷以疫情
防控為由拒絕病患入院
治療的西安高新醫院、
西安國際醫學中心醫院
停業整頓 3 個月處理，
需繼續長期住院治療的患者需轉往其他
醫院繼續治療。西安在疫情之下的操作
看暈了一眾網民，後者更將該條新聞一
度罵上了微博熱搜，認為即使是對轉院
病患有安全保障，官方此番處理依然不
是在「以人為本」。



兩醫院曾延誤急危患者救治
通報顯示，兩所醫院除了被處以停業
整頓 3 個月、警告，以及全市通報批評
等重罰外，西安高新醫院總經理被停
職，門診部主任、產科主任、醫務部副
主任免職；西安國際醫學中心醫院法人
代表、董事長被免職，主管副院長和門
診部護士長停職。兩所醫院隨後亦發布
公開道歉信。
西安市衞健委副主任丁力表示，兩所
醫院未能將「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貫
徹落實到醫療救治工作中，責任意識淡
薄，未能履行救死扶傷職責，未落實首
診負責和急危重症患者搶救等醫療質量
管理核心制度，導致延誤急危患者搶救
和診治，社會影響惡劣。西安要求兩所
醫院停診後，對於符合出院標準的患者
辦理出院。對於急危重症患者可適當延
緩出院，確需繼續長期住院治療的，在

保證患者安全的前提下，轉往其他醫院
繼續治療。

質疑變相折騰患者
對於官方處罰決定，諸多網民在央視
新聞下發布評論認為，即使醫院存在拒
診問題，但在疫情尚未完全受控的情況
下，突然關閉兩所大醫院，人為縮減了
醫療供給，使疫情下有需要的民眾更難
以求醫。質疑衞健委的處罰雖然口頭掛
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實際上卻
是在以「折騰患者為本」。
根據兩所醫院網站介紹，西安高新醫
院是一所股份制三級甲等綜合醫院，最
大床位數 1,500 張。而西安國際醫學中心
醫院是一所以急危重症疑難疾病診療為
重點，按照JCI國際認證標準和三級甲等
醫院標準建設的現代化綜合性醫院，最
大床位5,037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 西安報道

《澳門日報》報道指出，由於兩人 1 月 9
日宴會後當晚回澳，並於 1 月 10、11 及 12
日上班。政府亦在聯絡兩人同住者、同事
及工作期間接觸人士，包括同住者9 人，託
兒所 87 人，護養院 145 人。有關次密切接
觸者將獲安排進行醫學觀察及閉環方式管
理。
澳門教青局 13 日中午起，對在澳的所有
高等及非高等教育的跨境師生開展1 次核酸
檢測。據了解，居住在坦洲的高等教育師
生約 200 人，非高等教育師生約 300 人。至
於所有跨境師生，預計涉及非高等教育師
生約有4,000多人。

珠海關閉戲院等場所 兩會增防控
珠海市昨日亦宣布，全市電影院、健身
房、體育館等室內密閉場所暫停營業。正
在參加珠海市兩會的人員也被緊急組織進
行核酸檢測。斗門區則對白蕉鎮開發區、
新沙村、新環村、新二村、南環村轄區常
住居民和流動人員開展全員核酸檢測工
作。

澳門跨境僱員：
最憂疫情惡化 無法返鄉過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
報道）在澳門工作的內地僱員劉先
生受訪時表示，雖新防疫措施要求
經珠澳口岸到澳門人員須持 48 小時
內有效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通
關，但相信「對跨境行程的影響不
大」。他現在最擔心的是，如果疫
情繼續趨惡化，會使自己被滯留澳
門回不了鄉下過年，目前正在考慮
是否向東主提出提前休假。

去年滯澳大半月 或提前收爐
對去年 9 月滯留澳門大半個月的經
歷記憶猶新的劉先生說，當時因疫被
「滯留」澳門超過 3 個星期，其間大
部分時間都要向朋友借宿，有幾晚和

工友合租酒店，每晚租金都要兩三百
澳門幣。「當時政府部門有因應疫情
臨時公布通關新措施，導致跨境行程
一波三折」。
「據政府公布新措施，從澳門到
珠海人員仍只需持 7 天內有效核酸檢
測陰性結果證明通關，但 14 日零時
起從珠海到澳門就要 48 小時內的，
預計近日珠海的核酸檢測站又開始
火爆起來了。」劉先生稱，期待珠
海方面能及時安排更多的檢測站。
「會密切留意疫情新進展，今晚計
劃提早在澳門購買年貨帶回珠海住
所。」他坦言，正在猶豫是否向澳
門公司提前請假返內地回鄉下過
年。

張文宏：奧毒傳播快
疫苗及藥物助度過大流行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浪微博及記者倪
夢璟報道，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
感染科主任張文宏，昨日在新浪微博賬
號上發文表示，與德爾塔（Delta）相
比，奧密克戎（Omicron）在社區傳播速
度比德爾塔毒株具有更快、更隱蔽且不
容忽視的殺傷力。疫苗和藥物將是未來
度過新冠大流行、回歸正常生活的核心
科技支撐，建議維持強化疫苗接種與公
共衞生防控策略度過疫情大流行。他並
透露，院方正在為進行中國自行研發創
新的新一類口服抗新冠口服藥物的臨床
研究做準備。

與奧毒搏鬥還處最艱難時刻
張文宏總結世衞針對奧密克戎發表的
最新科學分析稱，奧密克戎在社區傳播
發病率高企，各國因疫住院人數出現上
升且在進一步加劇。預料該毒株的傳播

會使衞生系統壓力顯著增加。醫療資源
緊張的國家須保障相關資源到位，以備
不時之需。而在疫苗沒有充分覆蓋和醫
療資源相對匱乏的地區，應繼續實施公
共衞生與社會管理措施，來降低奧密克
戎的傳播速度，避免發生醫療資源擠兌
進而推高死亡率。此外，疫苗針對奧密
克戎的保護效力出現下降，但同源和異
源加強接種可增加疫苗效力，並維持對
嚴重新冠的保護作用。未接種疫苗或年
老體弱、免疫低下的高危人群獲新冠重
症風險高。
張文宏認為，人類與奧密克戎的搏鬥
還處於最艱難的時刻，情況朝有利於人
類的方向發展。中國需維持強化疫苗接
種與公共衞生防控策略兩手抓的策略，
以時間換空間，最終在最合適的時間節
點，以極低新冠死亡率順利度過大流行
期，逐步實現生活的正常化。

滬一入境者違規外出致5人感染
另據上海市衞健委 13 日晚間通報，上
海新增 2 例本土確診病例和 3 例本土無症
狀感染者，根據流調顯示，上述人員均
與 1 月 11 日上海報告的1 例境外輸入無症
狀感染者相關聯，屬同一傳播鏈，且都
在隔離管控期間例行檢測發現。根據此
前報道，這名入境人員於 2021 年 12 月 21
日抵滬，在 14 日隔離觀察期間，核酸檢
測結果均為陰性，但在最後的7 天健康監
測期間，該病例違規外出，涉及靜安區
久光百貨、萬春街等多個場所，隨後在
健康監測第七日核酸結果異常，經排
查，核酸檢測結果為陽性。
截至記者發稿，上述5人在滬密切接觸
者304人，均已落實隔離管控，新冠病毒
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上海靜安寺街
道愚園路228號列為中風險地區。

大連陽性個案與天津高度同源

◆其中一家被停業整頓的西安高新醫院。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宋偉、張聰 大
連、天津報道）遼寧省大連市 12 日報告
2 例核酸陽性人員所染毒株測序結果顯
示，其中 1 例陽性感染者感染病毒與天
津—河南安陽關聯疫情病毒高度同源。
大連市目前已對所有的密接和次密接人
員進行提級管控。天津昨日亦暫停公
交、出租、順風車等跨城業務，國家流
調組亦已入駐。天津市疾病預防控制中

心稱，不排除疫情是直接從境外輸入。
發現陽性病例後，大連市連夜派出流調
隊伍開展流調溯源工作。累計判定追蹤密
切接觸者 71 人，其中在連 28 人均已全部
納入集中隔離管控中，目前核酸檢測結
果均為陰性。外地人員 43 人有關信息已
橫傳至相關省市。天津市疾病預防控制
中心副主任張穎表示，國家流調隊已入
駐天津，稱不排除疫情經境外直接輸

入。昨日起，天津暫停省際道路客運班
線服務和省際包車（含用於通勤的包
車）備案業務，暫停公交車、出租汽車
（含網約車）和順風車等的跨城業務。
另據新華社報道，河南許昌市下柙的禹
州市周三新增本土確診 28 例，均於管控
人群發現，許昌同時對防疫失職瀆職公
職人員實行追責問責，已以黨紀政紀處分
6人，組織處理6人，責令辭去職務1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