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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數字平緩 疫情明顯受控
特首強調絕不鬆懈 有研究指若撤防疫措施下月或個案急增



(

衞生防護中心公布昨日香港新增
413 宗 確 診 個 案 ， 包 括 24 宗 輸 入 個
案，較前天的 430 宗略有回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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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的確診數字
和前日相若，需要再觀察有沒有反
彈，如將目前的個案數字，以至污水
檢測、強制檢測結果與疫情高峰時相
比，疫情算是明顯受控。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社交網站發文
表示，雖然疫情逐步受控，但特區政
府絕不鬆懈，提醒市民亦不應掉以輕

昨日疫情
新增總
確診個案：

413宗（包括24
宗輸入個案）

•新增核酸確診：206宗
•新增快測呈報：207宗
•第五波累計個案：1,190,850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5人
•第五波累計死亡：9,074人
病死率︰0.76%

學校個案
◆新增 10 宗學校呈報陽性的個案，包括 9 名學生及 1 名職員，
來自不同學校

醫管局概況
◆目前共1,625名確診病人留醫
◆新增 243 人康復，當中 165 人出院，其餘病人因
其他疾病繼續留醫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心。昨日公布的一項研究則顯示，香

◆大坑勵德邨勵潔樓昨天下午四時圍封強檢
大坑勵德邨勵潔樓昨天下午四時圍封強檢。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港目前仍有必要維持適度社交距離措
施，以免疫情反彈，否則一旦全面取
消有關措施，預計下月中的單日確診
或會突破 35 萬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張竹君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昨日香港已
有 624 間學校復課，中心接獲 10 宗陽性

呈報，包括 9 名學生和 1 名教職員，分布不同
學校，彼此無關聯，包括 7 宗快檢陽性，3 宗
核酸檢測陽性。

張竹君：可申照顧者入檢疫酒店
香港文匯報訊 演員曾江日前在檢疫酒店死亡，衞生
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在疫情記者會上回應
傳媒時表示，在檢疫酒店，返港人士若有特別需要或照
顧，一向可以申請照顧者入檢疫酒店陪同，但有關方面
人員仍會跟進，研究有無地方需要改善。
昨日有傳媒引述曾江家人表示，曾江離世前一晚（26
日）曾表示不適，要求家人送藥到酒店，但未知最終藥
物是否已送上。曾江前妻鄧拱璧則稱，前日（27日）上
午其女兒致電曾江時，沒有人接聽，「叫他們（酒店）

去拍門，好像拍了 15 分鐘都沒有應人，叫他們開門看
有什麼事，他們說不可以開，要問衞生署，我女兒問了
衞生署，衞生署通知他們開門入去，已發現他沒有氣
息，即時報警。」

用常理考慮 不用事事問中心
張竹君昨日表示，根據閉路電視，26日晚曾江家人送
來的物資，不久已由酒店放在門口，晚上9時曾江開門取
藥，又強調酒店應用常理去考慮隔離人士要求是否合

理，不用事事問中心。檢
疫人士或其家人如有特
別情況，可到酒店前台
提出要求，或撥打防疫
熱 線 2125 1133 查 詢 ，
有需要可即時報警。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
◆張竹君
中心總監何栢良昨日指出，長
者因為健康或疾病引起的突發情況多，包括急性心臟病
發或中風等，倘沒有人在身邊即時提供協助，或會錯失
黃金搶救期，發生不幸事件，建議特區政府可安排符合
條件或有需要的抵港人士進行家居檢疫。

再揭 BA.5 個案 幸未入社區
香港再發現一宗 Omicron BA.5 個案，患者
為一名 40 歲男子，已接種兩針復必泰，在南
非乘坐經多哈航班在 4 月 23 日抵港，到港時
於機場檢測陽性，送酒店隔離，沒有同行人
士，是香港發現的第二宗 BA.5 個案。
張竹君說，香港早前發現的 BA.5 個案亦是
南非輸入，患者有輕微病徵，7 天後已康復解
除檢疫。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研究，BA.5 傳染
性比香港現在廣泛傳播的 BA.2 強，但毒性與
BA.2 無太大差別。
醫管局昨日則公布過去24小時有5名確診者
離世，年齡介乎 60 歲至 95 歲，當中 60 歲女子
患有高血壓、乙肝及晚期肝癌，4 月 15 日在家
中廁所昏迷送博愛醫院，已出現頗嚴重肝腹
水，後轉送屯門醫院治療，情況持續惡化下於
27日離世。

林鄭：以最小代價實現最大防控
林鄭月娥昨日撰文回顧近期抗疫工作時表
示，香港在中央全力支援、社會各界通力合作
下，第五波疫情逐步受控，復活節假期後亦無
明顯反彈，讓特區政府可如期調整各項限制措
施，推動社會有序回復正常運作。
她強調，為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創造條件，
特區政府會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策
略，竭力以最小代價實現最大防控效果，盡量
減少疫情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
她強調，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未見明顯息
止，加上香港確診個案每日仍有數百宗，特區
政府絕不鬆懈，提醒市民亦不應掉以輕心，冀
繼續用好中央支持，貫徹落實「早發現、早隔
離、早治療」的措施，進一步穩控疫情，推動
社會有序復常，確保市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
康，確保社會大局穩定，並重振香港作為連通
海內外的重要橋樑角色和樞紐地位。

逐步放寬或反彈情況仍可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香港打工仔工時長情
況一直未見改善，港九勞工社團聯會早前進行的一項調查
發現，疫情下逾60%受訪者每周平均工作時數超過44小
時，逾5%受訪者的每周工時更多於75小時。有巴士車長
更指工作期間無法稍作休息，「連去廁所都冇時間」，影
響身心健康。勞聯表示，打工仔長期超負荷工作，嚴重時
可猝死，也可能對社會安全構成威脅，促請特區政府盡快
立法規管工時，並將過勞死納入僱員補償範圍。
昨日是「世界工作安全健康日」，勞聯舉行記者會，
公布於上月底至本月中進行的香港打工仔工作疲勞情況
問卷調查結果。是次調查共訪問 564 名在交通運輸、飲
食、資訊電子、服務、機電、公務員與資助機構共 6 個
行業的在職人士，發現逾 57.48%受訪者經常「覺得疲
勞」，43.51%經常「覺得身體上體力透支」，42.32%
經常「覺得情緒上心力交瘁」。

勞聯副主席譚金蓮指出，打工仔長期處於疲倦狀態，
可引發健康問題，更可能引致工作意外及家庭暴力等事
故，亦對其他員工甚至整個社會的安全構成威脅。勞聯
建議特區政府盡快立法規管工時及制訂預防工作過勞的
相關政策，及把過勞死納入僱員補償範圍等。

車長：去廁所都冇時間
在九巴任職車長6年的香港專營巴士僱員總工會理事昌哥
表示，他每天工作8小時，只有1小時午膳時間可稍作休
息，由於1日內或需駕駛3條不同巴士路線，需牢記各線站
頭及路況，「有時車駁車、去廁所都冇時間」，十分疲憊。
從事貨櫃協調員 20 多年的香港國際貨櫃碼頭集團
（HIT）職工總會理事明哥表示，現時工作已非常繁
重，惟公司更計劃將員工每日工時由 8 小時增至 12 小
時，此舉將進一步增加員工工作壓力。

◆勞聯指打工仔長期超負荷工作，嚴重時可引致猝死，
促請政府盡快立法規管工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九巴昨日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車長的工作
及休息時間是嚴格遵從政府指引。HIT 在回應查詢時則
表示，員工的健康與安全對公司的長遠發展極為重要，
會力求平衡他們的工作及休息時間。該公司會定期探討
不同優化方案，以保障員工的福祉。

調查揭長期病患照顧者壓力「爆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復康力量與
社會企業研究院在4 月上旬進行殘疾人士及照顧
者疫情下壓力指數調查，成功訪問了262位殘疾
人士及照顧者，並透過中心舉辦的「情緒支援
小組」深入訪問其中 30 位求助者，發現長期病
患照顧者壓力指數「爆燈」。團體呼籲特區政
府將殘疾人士照顧者納入社會福利規劃給予必
要支援，並加強對殘疾人士的全方位援助。
團體利用「負面思想評估量表」的研究工具
◆珍姐（左）很擔心 進行這次調查，了解他們在上月 31 日至本月 6
自己年邁後無力照顧 日，即第五波疫情高峰期間的情緒壓力變化，
女兒。 受訪者供圖 總分為 30 分，得分愈高，顯示壓力指數導致負

評估新冠藥效果 中大招2000患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中文大學臨床研究中心昨日
宣布與中大醫院合作進行臨床研究，以評估新型口服藥物 JT001
（VV116）用於早期治療輕度至中度新冠肺炎患者的效果，將在
全球招募2,000名18歲或以上最近確診的新冠患者。
JT001（VV116）去年獲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用於研究目
的。動物測試結果顯示此藥可以減少病毒量，抑制肺部炎症。在
用於健康人士的第一期臨床研究顯示，該藥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領導今次研究的中大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副教授、一期
臨床研究中心醫學總監陸安欣昨日表示，新的變種將會陸續出現
並在社區傳播，因此需要更多的治療方案來防止患者出現重症及
併發症。
符合條件的參與者將被隨機分配接受 JT001（VV116）或安慰
劑，療程為5 天，其後將接受29 天監察以了解病情進展。該研究
將在中大醫院的新冠門診進行，有關受試者招募的更多細節將在
稍後公布。

面情緒愈嚴重。0 至 6 分為輕微，7 至 14 分為中
等，15至30分為嚴重、已影響日常生活。
結果顯示，受訪者整體壓力平均分為 9.45
分，顯示情緒普遍亮起紅燈；殘疾人士照顧者
平均分達 14 分，已至嚴重程度；長期病患照顧
者的平均分更高，達至最嚴重的30分。
Lily 是一名獨居長期病患者，一年前又發生意
外導致左腳折斷，行動不便。前幾波疫情還
好，她的生活尚能維持正常，但第四波疫情時
自己發生了意外，在出院後生活就出現問題，
只能靠義工送飯及幫助做家務。第五波疫情之
下義工人手不足，僅能送飯而無人幫忙做清

旅社招聘導遊迎境外團

香港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
（LSCM）聯同香港理工大學昨日公布了本地
疫情預測。參與研究的理大土地測量及地理資
訊學系主任陳武表示，若按照特區政府暫定的
逐步放寬社交距離預測，包括恢復面授課堂、
允許進行部分大型聚會、重開部分公共處所、
食肆維持「四人一枱」等，預計疫情有可能反
彈，但每日感染數字峰值不會超過一萬宗，而
未來 90 天將新增約 30 萬宗累計個案，整體情
況仍然可控。
不過他指出，一旦全面取消防疫措施，預計
下月中的每日感染數字可能突破 35 萬宗，直
至下月下旬至 6 月初始回落至每日 10 萬宗以
下，而未來90日的累計個案將超出470萬宗。
為避免香港疫情出現嚴重反彈，研究團隊
建議，目前仍有必要維持一定程度的社交距
離措施，同時建議現階段可有限度放寬通關
安排，並縮短酒店強制隔離，但繼續維持出
入境前後的檢測規定等，以免令疫情大幅反
彈。

6 行業逾 5%員工每周返足 75 句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世界各地紛
紛開始放寬旅遊入境限制及防疫措施，香港旅
遊業界開始着手準備「復業」。東瀛遊昨日舉
辦「日本導遊開心旅遊大使」招聘會，迎接下
半年境外團體遊復甦。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
招聘會現場直擊，有約30名應聘者到場，大
多為有經驗的導遊，亦有掌握日語的其他行業
人員。東瀛遊執行董事禤國全表示，近日已陸
續接到市民查詢境外遊事宜，但行程計劃均在
6月之後，料暑期之後才會真正成團。
禤國全表示，泰國、新加坡及一些東南亞
國家已鬆綁政策，允許香港人前往旅遊；日
本雖然還未開放遊客入境，但已開放以商務
和留學等原因入境，近期更將每日入境人數
限額由5,000提升至1萬，日本線已「蓄勢待
發」，只要當地進一步放寬，相信香港市民
會積極回應，因此他們決定先聘請導遊，進

潔，家中一片狼藉，十分無奈。

獨力照顧女兒 憂兩人被感染
珍姐女兒幾年前因交通意外嚴重傷殘，珍姐
每天要為女兒餵食、洗澡、處理便溺，晚上要
為女兒定時翻身，「我做媽媽，照顧女兒無怨
無悔。」疫情最嚴重時，她只能冒險留女兒獨
自在家，自己外出買菜。她說：「我只能躲起
來獨自哭，很擔心兩母女被感染，又擔心自己
老了無力照顧女兒時怎麼辦？」
因應殘疾人士及照顧者感到被忽略，團體建
議特區政府將照顧者納入社福規劃，增加資源
支援；增加外展服務隊人手；仿效外國設立
「心理諮詢基金」，資助有需要的人士接受諮
詢服務。

行培訓和熟悉業務等，做好隨時成團準備。
但要營業額恢復到疫前水平，禤國全相信
需要至少一兩年時間。他指出，許多行業在
過去兩年遭到重創，市民雖然希望外出散
心，但經濟能力未必允許，再加上有回港時
的 7 天檢疫要求，「出去玩 5 天，酒店困 7
天」，會令很多人覺得不值。他估計初期階
段會以商務遊為主，各地檢疫檢測要求不
同，航班也可能出現熔斷改期等意外，有旅
行社背書可簡化商務客的出行準備。

◆招聘會有
約 30 名 應
聘者到場。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