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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載中央厚愛 特區政府統籌主導 愛國愛港力量積極參與

物到 人到 心到 萬眾齊派防疫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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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清涼 天晴乾燥
氣溫14-21℃ 濕度50-80%

林鄭月娥昨日在抗疫記者會上強調，
特區政府的立場一直沒變，認為實行全
民核酸強檢仍是達至清零的最有效方
法，但在何時進行仍須視乎時機和能
力。特區政府一直有進行兩方面工作，
包括進一步擴大核酸檢測能力，以及加
強推廣使用快速抗原測試劑進行自我檢
測。

◆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昨日到「三無大廈」派發防疫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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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取代全民強檢

◆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昨日落
區派發防疫
包。 中新社

倘快檢陽性須申報

在快速檢測方面，林鄭月娥表示，自
市民可自行申報陽性結果，目前逾 110

萬宗確診個案中，逾 42.5 萬宗即 37%是
來自快速檢測，上周經自行申報的快速
檢測陽性個案較核酸檢測者更多，可見
有一定成效，加上近日確診數字雖持續
下降，但仍然是高位，認為若在此時能
以一種快速的方法，去檢視全港的感染
情況，「就好似影一張相，去睇吓香港
整體人口嘅受感染比例，對制定日後嘅
抗疫措施好有用。」
她希望全港市民於本周五至周日一連
3 天、每日進行快速測試，再按規定在
24 小時內申報陽性結果，以便政府部門
跟進，陰性結果則無須申報。由於今次
計劃純屬自願，故無須實行禁足。
她承認，難以確保全港市民參與，但
就作出強烈呼籲，並已提供方便，如有
弱勢社群不懂如何進行，可尋求義工上
門協助，「有基層或長者看完片段不懂
如何做，會趁在派發服務包時，認定哪
個單位或『三無大廈』有長者，日後會
否再探他們，為他們做快速抗原測試工
序。」
林鄭月娥強調，全民快測並非取代全
民強檢。「我們只是找到一個便一個，

並不是替代全民強制檢測，只是先做這
一次。因為剛才考慮幾個因素，我們仍
會密切監察情況，來看何時最好在香港
進行一次全民強制檢測。」
她指出，今次行動亦可幫助政府及早
發現和查出受感染者，盡早作隔離，同
時有助提升市民防止傳播病毒的意識，
有助日後穩控疫情，又呼籲市民盡公民
責任，展示眾志成城、齊心抗疫的精
神，每日花幾分鐘時間以幫助香港走出
疫境。

現時隔離設施充足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
日在疫情記者會上表示，由於檢疫令、
隔離令均由系統自行發出，故全民快測
即使發現大量陽性個案，快測呈報平台
仍能負荷，「如果市民在平台報告自己
的情況，並成功上載身份證及相關圖片
的話，就會自動發出的，不存在沒有足
夠人手發出的問題。」由於現有的隔離
設施有數萬甚至十萬個床位，以現在疫
情情況去看，隔離設施足夠消化大量確
診者。

專家：預演全民強檢

盡責助港走出疫境
全民快檢三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為全
面了解香港新冠疫情的感染情況及盡快
查出患者杜絕社區傳播，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強烈呼籲，全港市民
善用昨日起派發的「防疫服務包」，於
本月8日至10日 （周五至周日 ） 一連3
天，每天使用服務包內的快速抗原測試
劑進行自我病毒檢測。由於是次行動並
非替代全民強制核酸檢測，只屬自願性
質，故不會禁止市民出行。

◆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落區派發防疫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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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全民強檢出現混亂
他解釋，今次行動可加快發現感染個案，同時
也可視為未來實施全民強檢的預演，包括準備好
足夠隔離設施，有能力即時向染疫市民提供日常
和抗疫物資，以及盡快為有需要患者提供新冠口
服藥等，做好這些支援配套工作的準備，待日後
推行全民強檢時可避免出現混亂。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說，快速測試
不能取代全民強制檢測，但相信有助識別部分感
染者，對防控疫情有幫助，但關鍵要市民配合，
她擔心部分人未必有申報意慾，特區政府要思考
如何提供誘因。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則表
示，有市民反映即使呈報陽性結果，亦未必取得
病假，以致「手停口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中聯辦義工隊情暖基層市民
全港派發「防疫服務包」行動昨日啟動，中央提供物資、特區政府統籌主導、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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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這是中央的援港物
資，有口罩、檢測包、連花清瘟膠囊……」中聯辦
抗疫義工隊昨日到深水埗走訪舊樓、劏房及「三無
大廈」住戶，將一袋袋防疫包送到居民手中，同時
細心地向大家介紹防疫包的物資，居民接過防疫包
後均開心地表達謝意。

愛港力量積極參與，形成「三位一體」的抗疫合力。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多名司
局長、多個黨派、立法會議員和一眾義工昨日紛紛參與到派發行動中，優先向「三

無大廈」、劏房住戶和少數族裔群體等送上物資。他們表示，「防疫服務包」盛載着中央的厚愛、大家對鄰舍
的關懷和愛心，一起齊心合力包裝和派送，是「物到、人到、心到」的體現，凝聚了社會正能量，相
信有助香港抗疫成功。截至昨日傍晚 6 時，合共派發了逾 157 萬個「防疫服務包」，預計 7 天內可
完成派發。

疫服務包」派發工作昨日如期舉行。由昨日上午 10
時截至傍晚 6 時，3,000 多名義工及多個公務員團隊
向6.5萬個基層家庭逐家逐戶派發，加上18區民政事
務處透過物業管理公司等多種渠道，合共派發了逾
157 萬個「防疫服務包」，預計整個派發工作會在 7
天內完成。

優先劏房
「三無大廈」
林鄭月娥昨日在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陳積志陪同
下，參與政府在全港派發「防疫服務包」的行動。
她到訪中西區一幢「三無大廈」，逐家逐戶派發
「防疫服務包」，並呼籲居民用好服務包內的快速
抗原測試包（見另稿），又呼籲市民以眾志成城、
團結抗疫的精神，繼續遵守社交距離措施，減少群
組聚集，為落實分三階段解除各項社交距離措施創
造條件，讓香港早日有序回復正常運作。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昨日下午在陳積志等陪同下到
訪北角春秧街一座「三無大廈」，由頂層開始向住

◆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昨日到新
蒲崗派發防疫包。

舊區舊樓派防疫包

◆「防
疫服務
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特區政府昨日開始向全港所有住戶派發防疫包，
中聯辦抗疫義工隊 30 多位成員，包括中聯辦九龍工
作部副部長祝小東，昨日中午聯同立法會議員鄭泳
舜、梁文廣、陳凱欣組織的數百名義工分成多個小
隊走訪深水埗一帶舊樓、「三無大廈」及劏房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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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全港近兩萬名義工和公務員連續三天共同努
力包裝「防疫服務包」，特區政府首階段「防

戶，派發防疫包。
義工隊均穿上密實的防護衣服。在出發前，大家一
同打氣，高叫「眾志成城、團結抗疫」口號。隨後，
每人拿着裝滿防疫包的大袋，上樓逐家逐戶敲門，向
應門的住戶派發防疫包。
中聯辦抗疫義工隊蔡小姐對能夠參與派發感到
榮幸，希望能為市民服務，為香港抗疫工作出一
分力量。她說，盡自己的綿薄之力，去幫助有需
要的人，是一件有意義的事。現在香港疫情仍然
嚴峻，深水埗有很多「三無大廈」和劏房戶，今次
派發的防疫包有助市民提高防護能力，期望大家
一起發揚「獅子山精神」，共克時艱，盡快戰勝
疫情。

居民感謝中央關心
深水埗居民李先生在收到防疫包後表示，
疫情至今，自己和太太都很小心防疫。他很感謝
中央對香港市民的關心，也很感謝中央為香港送來
防疫物資，支持我們抗疫。
昨日上午，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謝益明、中
企協副總裁曾燊典、沙田民政事務專員柯家樂、沙
田社區抗疫連線召集人鄧開荣、沙田鄉事會主席莫
錦貴帶領中企協義工隊、新界落區第一小分隊、新
社聯青年義工隊共 200 人，在沙田大圍村參與派發
防疫包，向 1,200 戶村民、住戶各送上一份防疫包，
鼓勵市民堅持抗疫、堅持「動態清零」。

市民：防疫開支大 派包有幫助
戶派發「防疫服務包」，其後更到佐敦上海街的
「三無大廈」探訪尼泊爾裔家庭。

地區組織力量重要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先後到了深水埗及葵青大
窩口的唐樓，向基層家庭及劏房戶逐家逐戶派送這
些服務包。他說，「最後一公里」往往挑戰最大，
地區組織和政黨朋友發揮了重要力量。「防疫服務
包」盛載着中央的厚愛、大家對鄰舍的關懷和愛
心，一起齊心合力包裝和派送，是「物到、人到、
心到」的體現，讓市民受惠。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昨日到新蒲崗派發「防疫服務
包」，並探訪了屋苑內的獨居長者和少數族裔家
庭，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和在疫情下面對的困難。
她說：「派發『防疫服務包』的工作展示了政府和
社會各界攜手並肩合作、同心同德，不但讓每位市

民可以獲得充足的防疫物資，凝聚更多社會正能
量，有助推動防疫抗疫工作。」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亦到石硤尾邨向居民派發
「防疫服務包」，並探訪了 3 名年長住戶，強調房署
會優先向17萬全長者戶派送「防疫服務包」。

官校師長參與派發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後探訪多個油尖旺區住戶，
超過120名來自教育局各分部的同事與官立學校校長
和老師攜手組成 40 支義工隊，將「防疫服務包」送
到居住在油尖旺區「三無大廈」的居民及基層家庭
手上。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與團隊先抵達「樂
屋」，向約 50 個住戶派發「防疫服務包」，隨後向
居於區內兩幢「三無大廈」的多個基層家庭住戶派
發服務包。

黃先生：多虧中央支援，特區政府才有足夠物資進
行這次的全民派送「防疫服務包」活動，非常感謝
中央的支援，以及特區政府能最大程度地利用好現
有的物資，讓香港戰勝疫情。
李先生：疫情至今未止難免感到擔心，早前疫情十
分嚴峻，一家人購買藥物等的防疫開支多了數千
元，在全城搶購、防疫資源緊張時更曾買入 98 元一
盒的快測包，對基層而言實在難以負擔，因此希望
特區政府持續派發物資。
謝先生：據估算，「防疫服務包」總值約200元，對
很多基層市民來說一定有幫助。
徐先生：未曾想到第一天便能收到「防疫服務
包」，非常開心，今次特區政府與地區工作者
合作，令效率大大提升了。
廖女士：對收到「防疫服務包」感到開心，
認為特區政府有心，且辛苦大家派發。
Bradhan：我認為快速測試劑最有
用，因為疫情關係，我們不能外出
排隊檢測，但現在有了快速測
試劑，我們可以在家做檢
測，把結果報告給衞生
署等部門，對我們
很有用。

◆中聯辦抗疫義工隊昨天到深水埗南昌街南昌苑派防疫包。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謝益明、中企協副總裁曾燊典、沙田社區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疫連線召集人鄧開荣帶領義工隊昨日在沙田大圍村參與派發防疫包。

◆吳太（右）表示收到防疫包很開心，可以留着
備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葵青區
「三無大廈」
居民吳太：
我們家中有 3 名小朋友，抗疫物資都用得很
快，雖然上月我們一家 5 口已不幸確診，
但今次收到防疫包一樣很開心，可以留
着備用，若有小朋友用的口罩或藥物會
更好。大家都很感激中央支持，希望
香港市民齊心抗疫，早日恢復正
常生活。

「三無廈」
亟需支援 田徑健兒上門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葵青民政事務處
昨日下午聯同葵青地區抗疫連線、葵青發展義工
團、飛達田徑會、香港工商總會葵青分會、香港和
平縣聯誼總會等多個組織動員義工到區內「三無大
廈」逐家逐戶派發「防疫服務包」，並獲 20 多名
香港優秀運動員及教練參與。他們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分別表示，雖然穿着防護裝上樓令自己
汗流浹背，但明白「三無大廈」的居民亟需抗疫物
資支援，覺得今次行動很有意義，若再有需要仍然
很樂意幫手。

「汗流浹背但很有意義」

◆收到防疫包的舊樓居民充滿感激之情。

自願性的全民快測計劃即將開展，呼吸系統專
科醫生梁子超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由於今次行動並非強制性，不是所有市民均
會參與，故其準確性不比現時定期進行的圍封強
檢及大廈污水檢測為高，但可視為未來實施全民
核酸強檢的預演，做好一旦出現大量確診個案時
相關的支援配套準備工作，避免屆時出現混亂。
梁子超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由於參與人數
仍是未知數，故如欲透過今次全民快測了解香港
整體疫情趨勢的話，相信效用不大，但就認同仍
有其積極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義工合力搬抬抗疫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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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們手持一大袋物資爬樓梯，雖汗流浹背但感覺很有意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本身是消防員的香港田徑男子 800 米紀錄保持者
梁達威表示，看到很多沒有聘請物業管理公司管
理、沒有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沒有任何居民組織的
「三無大廈」，沒有人手可以協助特區政府派發抗
疫物資，故他今次接受邀請，協助特區政府到這些
「三無大廈」將「防疫服務包」逐家逐戶派發給基
層市民。

他說，雖然在身穿全套疫情防護裝束下，要拿着
大量物資到這些沒有升降機、空氣流通較差的舊樓
派發，悶焗得令人汗流浹背，但「香港是我家」，
能夠為抗疫出一分力，在工餘時間繼續服務香港市
民，覺得今次行動很有意義、很開心，若再有需
要，自己也很樂意幫手。
前香港代表隊成員、2021 年渣打香港馬拉松女
子先進二組冠軍陳潔兒表示，得知今次有與特區政
府同心抗疫的義工活動，認為十分有意義，所以便
報了名參與，到「三無大廈」派發「防疫服務
包」。
她表示，看到有不少居民都很多謝特區政府今次
安排，認為很多居住在這些缺乏管理的「三無大
廈」的居民，都是收入較低的基層人士，亟需抗疫
物資支援。對特區政府今次向全民派發「防疫服務
包」，她認為，作為市民都應盡一分力，若未來再
有派發活動，她亦會支持，並呼籲市民要配合疫情
防控措施，減少外出，盡量在家多做簡單帶氧運
動。

◆梁達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潔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