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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單日新增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持



續回落，昨日再多 6,646宗確診個案，連續兩日跌穿 7,000宗，

(

新增死亡個案 119 宗。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共有逾萬名兒童感染，迄今 8
名確診兒童死亡。香港大學調查了 1,147 名確診兒童，其間 4 名兒童死亡，

當時的死亡率是普通流感的7倍。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何婉霞昨日表示，留意到兒童感染
後除了出現上呼吸道問題外，新冠病毒還會襲擊兒童的腦神經。她認為預防勝於治療，強烈呼籲家長讓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齡兒童接種疫苗，孕婦亦應打針，讓子女遠離病毒威脅。

◆ 左圖為家長
帶兒童到社區疫苗
接種中心打針，
接種中心打針
，右圖
為外展隊為兒童接
種疫苗。
種疫苗
。
資料圖片

圍封強檢居民違令罰五萬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費小燁）特區政
府日前公布，為
提高違反強制檢
測要求的阻嚇力，
特區政府已修訂
《預
防及控制疾病
（對若
干人士強制檢測）規
例》
（第599J章）
，將違
反強制檢測指示及強制
檢測公告的罰則提高至
罰款 2.5 萬元及監禁 6 個
月；在圍封強檢大廈的居
民若無遵從強檢指示，罰
則進一步調高至 5 萬元及監
禁 6 個月，新修訂已於昨日
生效。有立法會議員認為提高
罰則有一定阻嚇作用，但更重
要的是必須執法且針對性跟
進，例如
「圍封強檢」
時有人沒應
門，必須跟進處理，否則會造成
防疫漏洞。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本
周一的抗疫記者會上指出，「圍封
強檢」及「檢測公告」均有助衞生防護中心
掌握香港的感染狀況，惟儘管不依從強檢會被
罰款1萬元，第五波疫情下287次「圍封強檢」
仍有 2,800 名居民不遵從檢測規定，比例為
3.5%。幾日後，特區政府隨即將罰則提升。
特區政府發言人敦促所有須接受強制檢測、
隔離或檢疫者遵守相關規定，以阻截病毒在社區
傳播，特區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疫情發展，不時
檢討各項措施，在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後作出適當
調整。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指出，疫情發展至今，特區政府一直有進行「圍
封強檢」，但始終有人不配合，因此提高罰則有一定阻
嚇作用，「罰則是全球各地都有，內地有些地方甚至對
違規者斷燃氣。」
她認為，應同時加強宣傳違規的後果，「例如讓他們知
道如果不繳付罰款是會被通緝，甚至可能出唔到境。」她亦
認為，除了加強罰則更應明確採取跟進行動，「例如圍封強
檢時有人唔應門，難道就由得佢？必須作出跟進處理，尤其是
要做到『動態清零』，這些漏洞更是不能存在。」

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根據目前的疫苗接
種指引，康復者無須接種第三針，但「疫苗通
行證」未能顯示這方面的豁免情況，康復者
日後出入需打三針的處所時，需要出示出
院紀錄等證明，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
德義昨日在疫情記者會上透露，康
復者登記平台預計將於5月推出，
方便康復者出行。
徐德義表示，香港疫情雖然
回落，但新冠病毒在香港社
區仍然廣泛傳播，為免疫情
反彈，呼籲市民盡量避免
集中於清明節拜山。至
於長者新冠疫苗接種率
仍未如理想，政府開
始再到安老及殘疾院
舍外展打針，4月中
前為逾 1,100 間院
孕婦應接種 防因染疫早產
舍提供不少於兩
次的外展服務，
何婉霞強調，3歲以上兒童已合資格接種疫苗，強烈呼籲家長盡快帶適齡子女打針，孕婦也應當打針，
目標爭取在4月
「懷孕接種新冠疫苗是安全的，並且有效減少早產」，並指減少早產已有效保障初生嬰兒，報告亦顯示，嬰
底將院友及長
生初生六個月的感染機會可減低，料母親抗體或與嬰兒有聯繫，可減少大人傳染嬰兒的幾率。
者接種率推高
兒科專科醫生趙長成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今波疫情很多兒童感染，主要因為Omicron傳染性很強，當
至九成。
時大部分幼童還沒接種疫苗，未有產生保護，加上5歲以下兒童免疫系統未成熟所致。「過去兩年多幼童很
醫管局總
少上學及外出，免疫系統缺乏鍛煉，遇到新冠病毒就難以抵抗。而幼童上呼吸道既細且窄，受感染後容易有
行政經理
（病
咳帶痰，加上病毒量高，就容易引發重症。」他提醒家長，如果幼童持續高燒且有神志不清及抽搐症狀，已
人安全及風
屬危險訊號，需立即送院治療。
險 管 理 ）何
婉霞昨日公
布，醫 管 局
手機應用程
式
「HA Go」
功能優化，
今 日 （1
‧新增確診總宗數：
‧爆疫院舍
日）中午起
‧過去 24 小時沒有新增安
6,646 宗（7宗輸入個案）
無需註冊登
老或殘疾院舍爆疫
錄就可以預約
‧核酸檢測呈陽：2,859宗
新冠指定診
‧已爆疫的院舍再多
‧快測呈陽：3,787宗
所。60 歲以上
約 120 宗確診
或有高危因素新
‧第五波累計確診：
冠病人可以通過
‧醫管局概況
「HA Go」 預 約
‧過去 24 小時有 10 多名病人入院篩查
指定診所，醫生會
‧新呈報死亡：119 人
呈陽性，20多位同病房病人列為密切
為適合的病人處方新
包括17宗滯後呈報個案
接觸者
冠口服藥。

昨日疫情

1,144,784 宗

解除 9 國
「禁飛」
專家籲勿「報復式」外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由今天（4月1日）開始解除九
個國家及地區的「禁飛令」，首日預計有逾20航班、約2,000名
香港居民返港。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致電多間檢疫酒店，發現不
少酒店4月房間已爆滿，最快要排期至5月底。由於部分國家地區
減免入境檢疫限制，加上回港後的檢疫期也減至最短7天，香港旅
遊業界蠢蠢欲動推出小型包團行程，吸引市民報團外遊。有防疫
專家擔心，「疫監」縮短使市民大肆外遊，將病毒帶返港，增加
香港醫療系統的壓力，呼籲市民切勿「報復式」外遊，特區政府
亦要透過嚴控香港的檢疫房間供應量，以間接控制外遊人數。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抗疫記者會上表示，會嚴格防
疫，為所有抵港旅客核酸檢測，檢測陰性後送到指定檢疫酒店至
少隔離7天，「政務司司長跨部門開會，統籌確保有足夠容量、人
手，同檢測承辦商加大檢測量，並安排交通，已準備好。」
在昨日疫情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及第五波逾百萬港人染疫，始
於檢疫酒店個案「走漏」到社區，現在取消「禁飛令」，會否引
致新一波疫情？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在香港
清零時，流入一宗個案都會造成很大防疫壓力，但現在疫情在香
港社區廣泛傳播，流入一些個案也不會有很大影響，但承認要小
心有新的變種病毒從境外流入，因此仍然需要嚴格檢疫。
鄰近國家及地區已放寬入境檢疫安排，例如韓國規定由3月21
日起，大部分國家與地區的人士打齊三針，或者打完兩針後14天
至180天內就無須隔離；泰國由2月1日起，放寬所有已接種疫苗
的旅客，只須申請
「免隔離入境泰國簽證」
，便可經免隔離方式入

康復者登記平台5月推出

生防護中心公布，昨日新
增 6,646 宗 確 診 個 案 ， 當 中
2,859宗由核酸檢測發現，以及3,787宗是快速檢測發
現，第五波累計逾114萬宗確診個案，當中逾萬宗是兒童。
香港大學醫學院早前分析共1,147名11歲或以下確診兒童入院個
案，其中有4人離世，死亡率為0.35%。該4人年齡介乎11個月至9歲，
全部未有接種疫苗，兩人死因與大腦神經有關，一人有腦病變及一人有腦炎相
關的腦水腫。另外有21人須入住兒科深切治療部，佔1.83%。
疫情爆發前，在感染普通流感及副流感的兒童入院個案中，死亡率分別只有約
0.05%及約 0.04%，遠低於新冠病毒的 0.35%死亡率。港大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繁毅指
出，第五波至今的兒童死亡個案中，基本沒有接種疫苗。在嚴格防疫措施下，香港兒童近年
很少接觸上呼吸道或副流感病毒，以致缺乏抵抗力，現在接觸新冠病毒，就有機會產生高病毒
量，加上部分患童本身有長期病或有隱性免疫系統失調，因而不幸離世。
何婉霞昨日在疫情記者會上回應港大的調查結果時表示，迄今有8名確診兒童離世，研究發現新
冠病毒除了傷害幼童上呼吸道，還對腦神經有特別大的傷害。「留意到有兒童個案上呼吸道問題，
也有個案患嘶吼症，亦見到病毒有特別襲擊腦神經。」
她表示，雖然有藥物可治療病童，包括口服藥，病情嚴重時亦曾處方類固醇等藥物，但她強調預防勝
於治療，「中咗新冠都係要醫治，但醫治已經係自己唔舒服，所以我多次強調要打針。」

‧第五波累計死亡：7,612人
染病死亡率為0.66%

‧迄今 21,164 名醫管局員工確
診 ， 18,839 人 已 康 復
並回到工作崗位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院管理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境泰國。同時，今日
起入境香港的「疫監」也
縮短至最少 7 天，故有旅行
社推出旅行團，主攻泰國、歐洲等
放寬入境檢疫的地區，團費2.5萬至3.5萬
元不等，但不包括回程檢疫酒店。
康泰旅行社發言人回應媒體查詢表示，最近有約10名顧客查詢
旅行團，但目前難以為顧客預訂回程後的檢疫酒店，因此仍在觀
望中。縱橫遊執行董事袁振寧表示，已有不少港人以自由行的方
式，出發至泰國等地旅行，公司推出適合兩三個家庭的小包團，
以試探市場反應。
酒店訂房網Trip.com回應傳媒指，特區政府3月21日宣布取消
九國禁飛令後，網站當天瀏覽人數急增 630%，訂單亦增加
600%，反映市民正蠢蠢欲動「想飛」，但最大難題是檢疫酒店
「爆滿」，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以顧客身份致電多間檢疫酒店，
只有部分每天房費700元或上的酒店，4月還有少量房間，一些房
費500元左右的酒店預訂已經排期到5月底以後。各酒店均表示現
在訂房需求量大增，未來有可能要加價，訂房需趁早。
防疫專家梁子超擔心，「疫監」縮短使市民大肆外遊，增加輸
入個案的風險。「香港本身每日仲有幾千宗個案，香港醫療系統
的壓力最大，如果仲要照顧輸入個案，甚至有變種個案，會好崩
潰。」他呼籲市民切勿「報復式」外遊，特區政府亦要透過嚴控
香港的檢疫房間供應量，以間接控制外遊人數。

◆聶德權
（左）與剛接種
第一劑的長者合
照。
資料圖片

政府首為有需要者上門接種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昨日首次安排
醫護團隊在沙田新翠邨新傑樓，試行為未
接種疫苗的70歲或以上長者，以及因病患
或殘疾不能外出接種疫苗的人士，上門接
種新冠疫苗。疫苗到戶接種服務昨日共為6
名居民接種科興疫苗，其中4名為年齡介乎
71 至 82 歲未接種疫苗的長者，以及 2 名因
病患或殘疾不能外出接種疫苗的人士。另
外，有2名已報名接種的居民因本人或家人
檢測結果呈陽性將會另行跟進。
特區政府於前日下午根據《預防及控制
疾病（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規例》將新
翠邨新傑樓劃定為「受限區域」，為受檢
人士進行強制檢測。工作人員昨日逐家逐
戶通知居民檢測安排，同時邀請有特別需
要的居民登記接種疫苗。待「解封」後，
政府為檢測結果呈陰性而有特別需要的市

民上門接種疫苗。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到新傑樓視
察上門接種疫苗的流程和聆聽居民的意見。
他前日下午亦聯同工作人員到部分住戶拍
門，得悉不少住戶已經接種疫苗，但仍趁此
機會找到一些有特別需要的市民，並成功為
他們登記使用上門接種疫苗服務。
「我們今（昨）日在一幢大廈內試行上
門接種，稍後亦會繼續在合適的地點試
行，然後再進一步將疫苗到戶接種服務擴
展至所有『圍封檢測』大廈有特別需要的
市民。」聶德權說。
此外，特區政府昨日推出網上平台供內部
測試，會先透過地區組織的關愛行動，請他
們在派發物資或探訪當中，協助收集未曾接
種疫苗的70歲或以上長者，以及因病患或
殘疾不能外出接種疫苗人士的登記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