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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反制說到做到 美國玩火自焚

會問是否願意抽血。」
至於確診感染瘧疾的旅客，其同行人士要接受醫學監察，有病徵亦要送院，
沒有症狀則抽血檢驗，以盡早找出感染者。

近日個案急升 體內瘧原蟲多
劉家獻表示，醫管局一直有向全球包括內地採購藥物作庫存。因應近日瘧疾
個案短時間內急升，加上患者情況嚴重，體內瘧原蟲數量高，局方已立即按緊
急情況成功採購瘧疾的藥物，目前有足夠藥物治療患者，但由於不斷會有旅客
來港，或受感染，他們會繼續監察情況，有需要時盡快再由不同地方採購藥
物。
何栢良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本港疫情前，每年平均有 20 宗至 30 宗瘧
疾個案，大部分屬輸入病例。由於疫情令入境旅客減少，過去 3 年瘧疾個案基
本上維持單位數字，今次一個多月內發現 30 宗個案，患者來自中非幾內亞並
在同一公司工作，事件並不尋常。
他指出，經世界衞生組織評估，幾內亞瘧疾比率為 30%，是次個案有共同暴
露史，預料涉事工程公司近期完成非洲的項目，會有逾百名工人經香港轉機，
其感染比例或很高，建議特區政府在他們入境前要做相關檢查，同時要提升本
地實驗室檢測瘧疾能力。
香港有可以傳播瘧疾的按蚊，何栢良指出，惡性瘧疾由按蚊叮咬人後產生寄
生蟲，並在體內繁殖而出現傳播周期。由於本港有小量傳播瘧疾的蚊媒，故一
旦發現感染個案，就必須進行流行病學跟進，包括防止患者留港期間被蚊叮
咬。
林緯遜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按蚊在新界偏遠地區出沒。由於輸入
個案患者在酒店檢疫期間確診送院，受按蚊叮咬傳播病毒的可能性十分低，而
對上一次出現本土病例已是 1998 年。但他建議行山人士仍應做足防蚊叮咬措
施，因蚊叮亦會傳播登革熱、日本腦炎及斑疹傷寒等疾病。

港居民無免疫力 若染病或嚴重
他指出，瘧疾在非洲屬風土病，當地不少人以往或已受感染，再次感染病情
亦較輕微，但香港居民並無免疫力，倘受感染病情或會十分嚴重，若要到非洲
或其他瘧疾流行地區工作或旅行，建議於啟程前六星期先到衞生署的旅遊健康
中心諮詢預防措施，及獲取預防瘧疾藥物，同時帶備蚊怕水和蚊帳等到當地，
而蚊帳更可噴上防蚊的氯菊酯。

有立法會議員聯同工會組織及外賣
員召開記者會，講述現時外賣員工作
高風險、缺乏保障的現狀，促請政府
與時俱進完善勞工法例保障為外賣平
台工作的僱員權益。本港近年建基於
各種網絡平台的工作興起，單單外賣
員就有數萬名之多，但這些外賣員與
平台簽訂的並非僱傭合約，不受現有
勞工法例保障。政府應借鑒其他地區
的經驗，將平台工作者納入勞工法例
的保障範圍，杜絕「假自僱」損害僱
員權益的現象。
外賣員的工作風險極高，無論是八
號風球還是紅雨、黑雨都要冒險送
貨。警方去年上半年的統計顯示，6
個月內與外賣速遞相關的交通意外傷
亡逾 188 人，其中 32 人重傷。上月 26
日，一名 59 歲的平台外賣員，遭遇
車禍傷重不治，事後家屬僅獲一萬元
慰問金。去年 11 月，近百名外賣員
曾發起工業行動，向資方爭取權益。
外賣員的僱員保障備受關注。
市民日常所見外賣員有兩種，一種
是隸屬所在餐廳食肆的員工，屬長期
僱傭關係，有病假及有薪假期等福
利；另一種是近年興起的網絡平台，
外賣員通過平台接單，去餐廳食肆拿
食物送給買家，網絡平台與外賣員簽

訂所謂《獨立承包協議》，即外送員
為自僱人士，非平台僱員，酬勞也是
逐單計算，不享有勞工法例規定的僱
員福利和勞工保障。
網絡平台催生新經濟和新僱傭關
係，近年不少地方開始重視平台工作
的特徵，修補法例加強對平台僱員的
勞工保障。內地去年印發了《關於落
實網絡餐飲平台責任，切實維護外賣
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督促平台
及第三方合作單位為外賣送餐員參加
社會保險。內地最大的外賣平台美
團，估計每年多支出的社保費用逾 50
億元。台灣地區的勞動部門前年也發
布了《食物外送作業安全指引》，要
求平台為外送員購買「全時段保
險」。
本港現時勞工法例沒有保障平台僱
員的規定，也沒有相關的行政措施，
令平台外賣員淪為「假自僱」，無法
獲得勞工保障。政府應仿效其他地區
的管理經驗，積極檢視、修補勞工
法例，督促網絡平台與僱員須簽訂
正式僱傭合約，確定僱傭關係，規
定平台要為外賣員購買人身意外保
險，提供工傷病假等。只有完善僱
員保障，才能促使平台經濟更健康
良性發展。

再一瘧疾患者離世
19人仍留醫

多名患者由非洲幾內亞來港 防護中心醫學監察同行者

議員促政府速向內地借用治療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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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丂多名從非洲抵港者懷疑感染瘧疾，部分個案須入住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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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部，其中一人於日前死亡。香港特區政府衞生署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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丂丂丂防護中心昨日表示，繼早前一人離世後，昨日再有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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丂丂丂名患者不治。由於多名患者均由非洲幾內亞來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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丂丂丂特別留意當地抵港旅客，及為確診者同行人士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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丂丂丂醫學監察，有病徵會立即送院，沒有病徵也會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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丂丂丂樣檢驗，但難要求所有旅客先檢測瘧疾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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丂丂丂境。醫管局已緊急採購瘧疾藥物應對，並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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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在伊利沙伯醫院和廣華醫院留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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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醫管局派醫療隊篩查幾內亞抵港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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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署港口衞生科為幾內亞抵港旅客進行篩查，並即時安排懷
丂丂醫管局昨日已派出醫療隊到香港國際機場，配合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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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疑感染瘧疾、有臨床需要的旅客入院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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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該些患者在油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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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間本地指定酒店檢疫，而瘧疾感染個案令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人擔心，因為大部分屬惡性瘧疾，部分患者病情嚴重，個別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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丂丂丂丂丂丂丂切治療部留醫及有死亡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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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因此難要求旅客先檢驗才能入境，但中心及醫管局會加強監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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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查詢幾內亞抵港旅客有否病徵，「倘有病徵便會直接送院，沒有徵狀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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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 WEI EDITORIAL

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在全球
安全、經濟合作、氣候變化的眾多議題上，美國都離
不開中國的支持、配合。目前美國內部通脹高企，種
族歧視和對立問題嚴重、貧富懸殊，外部則面臨在全
球經濟環境不明朗、地緣政治持續緊張，美國政府在
內交外困打擊下焦頭爛額、心力交瘁。唯有管控分
歧、加強中美全方位合作，是美國走出困局的正確途
徑。但是，美國反其道而行，借佩洛西竄台製造事
端，企圖謀取政經私利，侵犯中國主權安全，嚴重損
害中美關係，中方不得不迎頭反擊，取消、暫停中美
之間多項會晤和合作，責任完全由美國一力承擔。沒
有中方的支持配合，相信美國解決通脹、重振經濟步
履更艱難，內外矛盾更雪上加霜。
中國歷史上飽受列強侵略，今天仍遭到美國及其
幾個夥計不時粗暴干涉內政、損害中國主權安全。但
是，中國已經不再是 120 年前的中國，中國也不是伊
拉克、敘利亞和阿富汗。面對國家統一的民族大義，
中國人有不信邪、不怕鬼的骨氣，有嚇不倒、壓不垮
的志氣，有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決心，更有堅決捍
衛國家主權、民族尊嚴的能力。
日前，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回應中方如何反制的
問題時表示，具體的反制措施，該有的都會有，有關
措施將是堅決有力和有效的，美方和「台獨」勢力會
持續感受到的，「回望每一次美方主動對中方挑起的
挑釁，結果無一不是自取其辱，自食其果。」言猶在
耳，中方已宣布制裁佩洛西、反制美國挑釁，中方用
實實在在的行動告訴全世界，與 14 億中國人民公然
為敵，絕不會有好下場。

社評

針對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不顧中方強烈反對和嚴
正交涉，執意竄訪台灣，外交部昨日宣布採取 8 項反
制措施，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法律，對佩洛西
及其直系親屬採取制裁措施。美國罔顧中方警告，藉
佩洛西訪台惡意挑釁一個中國原則，嚴重損害中國主
權安全的核心利益，中方作出反制是對挑釁者的必要
警示、對國家主權安全的正當捍衛。中方的反制堅決
有力、說到做到，更讓美國等挑釁者明白，誰敢欺
負、壓迫中國人民，損害中國主權安全，必將碰得頭
破血流，要付出難以承受的沉重代價。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
國家主席習近平 7 月 28 日晚應約同美國總統拜登通電話
時強調，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是一
以貫之的，堅決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14 億多
中國人民的堅定意志。民意不可違，玩火必自焚。
針對佩洛西竄台事件升級美台實質關係，向「台
獨」勢力傳遞極其錯誤信號，中方做出最大程度的外
交努力，通過不同渠道反覆警告美方佩洛西竄台事件
的嚴重性、危害性，明確指出中方不會坐視不理，不
會給「台獨」分裂勢力任何空間，由此造成的一切後
果由美方負責承擔。國際社會各方也紛紛發出預警，
指出佩洛西竄台是完全不必要的惡意挑釁，將引發嚴
重危機。可惜，美方置若罔聞，一意孤行，在台灣問
題上背信棄義，公然玩火，中方對美方採取反制措
施，制裁佩洛西這個替「台獨」撐腰打氣的愚蠢危險
政客，完全正當必要，讓反華勢力看到，同「台獨」
分裂勢力勾連，「以台制華」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
完整，後果嚴重、代價巨大。

完善法例保障網絡平台僱員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對於香港出現瘧
疾輸入個案，且是次感染者全部來自中非幾內亞及
在同一公司工作，立法會議員楊永杰認為事情不尋
常，促請特區政府盡快向內地借用治療瘧疾的藥
物，以免延誤病人治療。他指出，本港目前有小量
可傳播瘧疾的蚊媒，加上近日公布 6 月份全港白紋
伊蚊誘蚊器指數屬三級的高水平，而 7 月和 8 月是
傳統雨季，擔心蚊患問題比預期嚴重，又批評特區
政府往往將滅蚊工作外判，外判商處處「慳皮」成
效甚差，更易傳播瘧疾、登革熱或寨卡病毒。
楊永杰昨日指出，過往房委會興建公屋時會透過
提高綠化覆蓋以增加地積比，惟房屋署日常管理不
善，例如啟晴邨及德朗邨屋邨內植物過於密集且草
長不剪，花槽又積垃圾。職員明知落雨仍然淋蚊
油，雨後卻不做滅蚊工作，衍生嚴重蚊患問題，令
居民叫苦連天。

不加強監管外判 難解決蚊患

◆ 康文署外判工作人員雨中在添馬公園噴滅蚊噴霧。
楊永杰供圖

他又批評康文署的滅蚊工作，「今（昨）天剛好
看到兩名職員在添馬公園雨中噴滅蚊霧，外判商一直只按本子
辦事， 無視天氣，如果政府不改變思維並加強監管外判，難以
解決蚊患問題。」
他促請政府改善綠化帶的管理，包括種植有驅蚊效果的植
物，利用大型滅蚊噴霧，成立修剪草叢隊伍巡迴加密修剪，並
使用智能系統管理滅蚊工作，用大數據收集每個地點、草叢、
天氣、蚊患繁殖情況而評估採取多大程度的滅蚊工作，「最重
要是，千萬別在落雨前或落雨時滅蚊。」

房屋署：未接到居民投訴蚊患

時間表。
該署表示，承辦商昨日在中西區海濱
長廊──中環段在雨勢減弱及停雨
期間，施放有即時觸殺作用的滅
蚊噴劑，以加強場地的防控蚊
患工作。該署會再次提醒
◆病原體：由瘧原蟲屬的寄
員工有關施放殺蟲劑的
生蟲引致，包括惡性瘧原蟲、
安排，在大雨的日子
三日瘧原蟲、卵狀瘧原蟲、間日
會將相關的滅蚊/
瘧原蟲及諾氏瘧原蟲
蠓工作改期，
◆常見地區：常見於非洲、東南亞及南
以提高控蚊
美洲等熱帶及亞熱帶地區
成效。

瘧疾小知識

房屋署昨日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該署已持續在所
有公共屋邨加強防治蚊患的工作，並積極配合食環署於今年3月
◆病徵：發燒、發冷、頭痛、肌肉疼痛和無
開始的全城防蚊及滅蚊行動，在所有公共屋邨加強防蚊及滅蚊
力、咳嗽、嘔吐、腹瀉及肚痛等症狀
措施，包括定期巡視屋邨設施、修剪植物、施放滅蚊劑、每星
◆併發症：貧血、痙攣、血液循環系統衰竭、器官
期在植物茂密地點噴灑霧化滅蚊劑殺滅成蚊，直至雨季結束
衰竭如腎臟衰竭及昏迷，嚴重可引致死亡
等，以及在公共屋邨使用一款新型捕蚊器（In2care 蚊子陷
◆傳播途徑：雌性瘧蚊（按蚊）叮咬患者後叮咬他人會傳
阱）。
截至今年 6 月，該署已在公共屋邨安裝大約 850 個蚊子陷
播病毒，不會人傳人，但可透過受污染血液或血製品、器官
阱，其他捕蚊器則大約有 1,100 部。此外，德朗邨及啟
移植或共用針筒傳播，亦可經懷孕母親傳染胎兒或初生嬰兒
晴邨辦事處按規定定期修剪花草，每星期噴一次蚊
◆潛伏期：通常在被受感染的瘧蚊叮咬7 至 30 天後會出現病徵，
霧，每月均會修剪花草；大雨後會清積水及落蚊
但潛伏期可達數月或更長
油，並會視情況加添，辦事處未接到有居民投
◆治理方法：醫生會處方抗瘧疾藥物和其他支援性治療，以將體內瘧
訴有蚊患情況。
原蟲徹底根除

康文署：若遇大雨 滅蚊/蠓改期

◆預防方法：
‧穿着寬鬆、淺色長袖上衣及長褲，於外露皮膚及衣服塗上含避蚊胺
康文署回覆表示，該署已根據食
（DEET） 成分昆蟲驅避劑
環署「處理登革熱個案的指引」
‧避免使用有香味的化妝品或護膚品
提醒場地職員在使用冷霧噴
‧若前往瘧疾流行地區，應在出發前最少六星期諮詢醫生意見，以採取預防措施及在需
霧器施放殺蟲劑時，需注
要時獲取預防瘧疾藥物
意風速及其他天氣狀況
‧懷孕期間感染可能對孕婦和胎兒構成不良影響，孕婦如非必要，盡量避免到瘧疾流行地區
等。如受天氣影響
‧到流行地區郊外旅行，帶備便攜式蚊帳，並在蚊帳上使用殺蟲劑「氯菊酯」
而不宜進行噴霧
‧外遊期間或回港後出現瘧疾症狀，應立即求診，或須進行緊急血液測試，並盡快接受治療
處理，則可適
度更改噴灑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