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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雅聚天地疑現群組感染
至今有6殘疾院友中招 防護中心派專家到場調查

香港昨日新增確診個案1,447

宗，其中124宗為輸入個案。衞

生防護中心昨日指出，近日確診

數字無回落跡象，相信不久會升至每天超過2,000宗，但目前入院人

數、死亡數字未有明顯上升，會密切監察醫院情況。另外，昨日再有5

間院舍出現個案，其中灣仔聖雅各福群會雅聚天地由本月17日至今，

已有6名殘疾院友相繼染疫，該中心每天約有30名來自不同院舍的院友

活動。衞生防護中心懷疑該日間活動中心有群組感染，已派專家和人員

到現場調查，並要求中心暫停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昨日疫情
新增

總確診個案：

1,447宗
（包括124宗輸入

個案）

•本地核酸檢測陽性：583宗
•本地快速測試陽性
（經核酸檢測覆核）：740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1宗，涉及1名
64歲患末期肺癌女病人

•第五波累計確診個案：1,218,025宗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9,184宗

群組情況

◆再多5間院舍各有一宗確診個案，包括2間老人院舍及3間
殘疾院舍，包括4職員1院友，密切接觸者要隔離檢疫

◆灣仔聖雅各福群會雅聚天地本月17日至今合共6名院舍院
友確診，曾參加該中心活動的院友需隔離檢疫

◆學校方面，新增190宗確診個案，涉及165間學校，包括
159名學生及31名職員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4D班有3名學生確診，該班
共24名學生需停課7天

◆聖士提反書院5Y班群組再多3名與染疫學生同層宿舍的學
生染疫，群組累計9宗個案

◆觀塘五邑司徒浩中學2C班群組再多2宗個案，累計6人感染
◆荃灣聖芳濟中學籃球隊群組再增3宗個案，累計10人感染

新變異病毒

◆BA.2.12.1本地個案再多7宗，2人為早前個案的家人，分
別居住順利紀律部隊宿舍及藍灣半島；5宗源頭不明，其
中1名25歲男子居住荃灣全．城滙7座；2人居住港灣豪庭
7座，包括48歲女子及79歲女子；另有2人居住大興邨興
泰樓，包括6歲女童及57歲男子

◆再多一宗懷疑BA.4或BA.5本地個案，居住在屯門嘉財里
的患者任職機場Fedex Express，平時在機場亞洲空運中
心辦公室工作，有時去停機坪查貨，6月18日確診，曾到
亞洲空運中心的泛亞飲食及青衣賓墟冰室用餐，所到處所
列入強檢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衞生防護中心公布，
昨日學校新增個案190宗，涉及165間學校，包括
159名學生及31名職員。過去7天，共63間學校有兩
宗以上個案，其中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4D
班過去數天有3名學生確診，全班須停課7天。民建
聯教育事務委員會昨日去信教育局，要求局方制定
避免校園疫情反彈措施，審視校園派發檢測包安
排，及加強支援有經濟困難的幼稚園及幼兒中心。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公布，昨日新

增一個學校群組，為宣基小學4D班，該班共有24
名學生，先後有3名學生確診，懷疑有班內傳播，
須全班停課7天。
早前公布多個學校群組亦有新增個案，包括聖士

提反書院再多3名密切接觸者確診，是早前確診學生
宿舍的同樓層學生，該群組已累計9宗個案。中心懷
疑該宿舍樓層有群組傳染，同樓層共61名學生同
住，均需隔離檢疫。觀塘五邑司徒浩中學2C班群組
再多兩宗個案，累計6人感染；荃灣聖芳濟中學籃球
隊增3宗個案，累計10名學生感染。

民建聯教育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郭玲麗和副發言人、
立法會議員陳仲尼昨日去信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要求局方正
視及應對校園疫情持續並出現反彈的情況，做好預案。
他們在信中提出三項建議，一是制定避免校園疫情反彈的措

施，包括適時評估小學及中學有否需要改為網上授課，倘幼稚
園或幼兒中心爆發群組感染須盡快宣布應對；二是審視校園派
發檢測包安排，擴闊派發快測包受惠對象，包括校園前線低收
入職工人員、提供校車服務的員工，以及幼稚園及幼兒中心所
有員工；三是加強支援有經濟困難的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協助
業界渡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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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坪石））44DD班有班有33名學生名學生
確診確診，，全班須停課全班須停課77天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青年論壇近日進行市民
對疫情最新發展的意見調查，發現五成受訪者擔心自己或
家人染疫，逾半人傾向贊成收緊社交距離措施，但有近半
受訪者擔心收緊社交距離會影響收入。另外，逾六成受訪
者預期香港可在一年內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新青年論壇
建議新一屆特區政府就防疫控疫建立明確目標，讓市民得
到合理預期，並以分階段、分地域、分群體的方式逐步恢
復兩地正常通關。
是次調查於上月31日至本月14日以音頻電話隨機抽樣

進行，訪問了1,014名18歲至84歲市民。結果顯示，有
50.1%受訪者擔心自己或家人受感染，較上月中進行的調
查微升0.3個百分點。
被問到假如疫情反彈，會否贊成收緊社交距離措施時，

55.4%受訪者表示贊成，不贊成的佔38.1%。同時，69.5%
受訪者估計特區政府將有較大機會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團
體認為，有關預期或與近日疫情有回升跡象，及與特區政
府換屆有關。
雖然大家已有心理準備，但47.3%受訪者表示，假如社
交距離措施再次收緊，其家庭收入將會減少，其中分別有
12.2%和8.6%受訪者表示「收入減少一半」和「收入減少
一半以上」，另外有13.7%受訪者表示「唔知道/難講」，
認為家庭收入不受影響的只有38.9%。
在接種疫苗方面，71.7%受訪者認為現時香港疫苗接種

情況進度理想，認為不理想的則有19.4%。42.8%受訪者
傾向有需要強制接種疫苗，51.2%則傾向沒有需要。另
外，68.9%已接種三針的受訪者表示傾向接種第四針，表

示不會接種的為19%，有12%表示「唔知道/難講」。
至於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一事上，63%受訪者較為樂

觀，預計可在「一年以內」實行，12.4%受訪者則估計或
可在「一年至兩年」內實行，8.2%受訪者認為或需遲至
「兩年或以上」。

鄧家彪倡逐步分階復常通關
參與發布會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指出，調查反映

市民對新一屆特區政府處理放寬通關有殷切期望，建議新一
屆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及廣東省政府積極溝通，討論能否以
分階段、分地域、分群體的方式，讓跨境家庭、跨境工作人
士和跨境兒童優先恢復正常通關，讓市民看得到實質進展。
新青年論壇召集人鄧咏駿指出，隨着疫情出現「反

彈」，社會上出現多條隱形傳播鏈，建議新一屆特區政府
上任後，就防疫、控疫建立明確目標，讓各方可以得到合
理的預期等。

55.4%市民贊成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在
昨日的疫情記者會上公布，灣仔聖

雅各福群會僖明居殘疾院舍新增一名院友
確診，7名密切接觸院友需隔離，其中4
人和確診者同為僖明居院友，另外3人來
自其他院舍。中心調查發現，該名確診院
友曾於本月16日及20日到附近的聖雅各
福群會雅聚天地參加活動，這7名院友都
在場，並與這名確診者有接觸。7人目前
檢測陰性。
由本月17日起至今，包括這宗新增確
診個案在內，共有6名曾到中心參加活動
的院友先後確診，而該中心每天有約30
名來自不同院舍的院友參加活動。衞生防
護中心將這間活動中心納入強檢，17日後
曾到過該中心的人士均須作強制檢測。

變種毒增7個案 5宗無源
除了雅聚天地群組，還有4間院舍出現

新增職員確診個案，涉及兩間老人院舍及
兩間殘疾院舍。其中，大埔明愛富亨苑有
一名職員確診，兩名密切接觸者需隔離；
灣仔瑞康護老中心有一名職員確診，8名
院友需隔離；基督教懷智服務處將軍澳綜
合復康服務中心有一名職員確診，6名院
友需隔離。救世軍長康社區展能暨宿舍服
務有一名職員確診，3名密切接觸者需隔

離檢疫。
在變種病毒方面，衞生防護中心表示，

輸入的BA.2.12.1變異病毒株個案至今累計
有204宗，再多7宗BA.2.12.1本地懷疑個
案，其中兩人為早前個案的家人，分別居
住順利紀律部隊宿舍及藍灣半島。另有5
宗源頭不明個案，包括一名25歲男子居於
荃灣全．城滙7座；兩名分別為48歲及79
歲的女子，居於大角咀港灣豪庭7座；一
名6歲女童及一名57歲男子，居於屯門大
興邨興泰樓。
另外新增一宗懷疑本地的BA.4或BA.5個

案，患者於機場Fedex Express工作，按規
定每天需做快測，6月18日檢測呈陽性，
CT值27至28（病毒量中等），病毒樣本經基
因分析屬於BA.4或BA.5。患者在亞洲空運
中心上班，平時主要在辦公室工作，有時會
到停機坪巡查，不會接觸旅客，最近無外遊
紀錄，其他同事暫時呈陰性。
張竹君說：「患者工作屬高危人群，很

有可能也是輸入相關個案，但因為暫時沒
找到源頭，因此暫時列入本地個案。」
中心調查發現，患者在6月16日至18

日有到亞洲空運中心的泛亞飲食用餐，6
月18日早上約10時曾到過青衣賓墟冰室
進餐，患者居住在屯門嘉財里一間屋，這
些處所均已列入強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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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鄧家彪、鄧咏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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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昨日舉行開幕儀
式，下月2日起正式向公眾開放。今年適
逢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開幕，充分體現中央對香港的厚愛。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承載多重功能：傳承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港人的文化自
覺，提升香港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
豪感；助力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推動中外文化對話合作，促進不同文
明交流互鑒；鼓勵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
打造文創新產業，為香港經濟多元化、高
質量發展注入新活力、開闢新天地。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由北京故宮博
物院借出的近千件珍貴文物，包括166件
屬「國寶」級別的展品，是北京故宮博物
院自1925年創立以來最大規模的藏品出境
外借，是中央為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送上
的沉甸甸「賀禮」。今後，香港市民可以
在香港近距離接觸到珍貴的故宮文物，欣
賞其藝術價值，感受悠久的中國歷史文化
和傳統藝術，提升香港市民尤其青少年學
習中國歷史、中華文化的興趣。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昨日的開幕典禮致
辭表示：「故宮文物的價值不限於它讓人
觀賞、讚嘆的藝術成分，而是可供深入了
解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發展的歷史價值和可
提升文化自信、民族自豪的感情價值。」
未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應肩負好推動
港人文化認同的責任，積極探索與不同機
構和教育團體合作，讓文物帶文化的力
量走進社區和校園，引導、教育市民和青

少年了解國家民族歷史、熱愛中華文化，
增進對國家民族的歸屬感。

香港是中外文化薈萃的國際都會、旅遊
中心，國家「十四五」規劃中明確支持香
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
故宮文化博物館同樣要充分發揮立足香
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獨特優勢，一
方面加強與內地的文化交流合作，善用博
大精深的中華文化資源，吸引世界各地遊
客來港觀賞中國文物文化；另一方面利用
好香港與國際社會接軌的優勢，與世界其
他國際級博物館緊密合作，並用外國觀眾
熟悉的方式，助力故宮文化「走出去」，
向世界展現中華民族源遠流長、傳承不息
的精神面貌，向世界講好中國文化的故
事。

科技和文化結合發展是世界潮流所趨，
也是香港未來發展的重點。北京故宮早在
2008年就成為內地第一家開設淘寶電商的
博物館，《國家寶藏》和《我在故宮修文
物》等北京故宮文創節目爆紅，帶動了宮
廷彩妝、首飾、賀卡、茶具甚至是網路表
情包等線上線下產品銷售業績蒸蒸日上。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應借鏡北京故宮文創
的成功經驗，同時結合元宇宙、NFT等嶄
新前衛的新潮流、新理念，多與香港的創
新平台、企業互動合作，走出一條具有香
港特色的文化、文物和科技結合的發展之
路，開發出更多朝氣蓬勃、具有潛力的文
創產業和職位，助推香港經濟結構多元化
轉型升級。

香港故宮館提升文化自信鼓勵文創發展
元朗中電電纜橋前晚起火，導致天水圍、屯門

及元朗多處大停電，到昨日早上才逐步全面恢
復，但供電仍不穩定。本港供電系統向來穩定，
今次十分罕見的事件，發出電力設施要居安思危
的警示。中電必須全面深入調查事件原因，從設
備老化、供電設計、技術提升等方面審視供電系
統的安全性、可靠性，杜絕類似事件重演。政府
也應檢討應急機制，為各種突發事故制定預案，
避免造成市民不安。

本港電力基礎設施完備，整體供電相當穩定。
根據中電網頁的數據，其電網供電可靠度逾
99.999%，達世界級水平，表現較之紐約、倫敦
等國際大都會都要好。今次影響數十萬人、長達
13小時的大面積停電，在本港十分罕見。也正因
為如此，前晚很多市民面對無電、無水、無網
絡、無信息的「四無」狀態，顯得彷徨無措，不
少市民抵受不住酷熱徹夜難眠。

此次事故的具體起因仍在調查，政府已責成中
電在3天內提交初步報告，14天內交詳細報告，
防止同類事件重演。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初
步調查火警起因無可疑，現階段沒任何證據顯示
是人為。有專家認為起因可能涉及設備老化等原
因。由於電纜橋起火時正值晚上6至7時的用電
高峰期，加上連日高溫，家家戶戶開冷氣，如果
電纜出現過載、過壓等問題，有機會引發火災。
即使如此，中電仍要盡快找出真正原因，公諸於
眾，釋除外界疑慮。

首先，用電高峰期每年相同，電力公司在設計
上應保留足夠的供電能力，除非用電量因突發原
因急增，否則不應過載：其次，電網本身有監察
系統，能夠預警危險情況的發生，電纜一般也會

有備用，但今次監察系統似乎沒有起作用，令電
纜橋直接着火焚燒；再次，在設計上，今次大範
圍停電主因是為三區供電的三條主電纜均設於同
一條電纜橋，令風險過分集中，如果讓主電纜分
開布置，或不會發生三區一同斷電的情況。

初步資訊顯示，出事電纜橋有 30 年歷史，有
否老化失修當然是調查重點。有議員認為電纜橋
是「歷史遺物」，應該考慮採用更安全穩妥的技
術手段鋪設電纜，例如架空或地底等方式。凡此
種種，中電都應認真研究、全面檢討，循設備老
化、供電設計、技術提升等多角度，審視電力系
統存在問題，舉一反三檢視整個電網內是否存在
其他風險隱患，並盡快徹底消除，防範類似事故
再發生。

從停電到基本恢復供電的 13 小時中，政府的
應急機制也被指存在不足。投資過億公帑開發的
緊急警示系統並無發揮作用，令受影響居民無法
迅速得知有關信息，也不知道修復進度而顯得彷
徨。大規模停電難免影響供水、交通、醫療等方
方面面，事實上前晚港鐵服務、路面交通燈也一
度受影響。區內三間醫院雖然啟動了後備供電系
統，但屯門醫院仍有一名需要接受緊急手術的病
人需轉往博愛醫院接受手術，很多居家長期病患
者需要呼吸機、洗腎機協助，也受到影響。

經一事長一智，政府應汲取此次事件教訓，檢
討完善應急機制。一旦遇上突發的天災人禍，應
立即啟動跨部門的應急措施，動員應急人手支
援，不僅要啟動緊急警示系統發放信息，而且要
調配緊急供水供電設備應急，迅速派員到場保障
受影響居民安全，並最大限度提供必要協助，穩
定人心。

查找原因保供電安全 完善應急機制穩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