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

2020 年 5 月 4 日 星期一

責任編輯 凱源 尚文

美編 王彬彬

新聞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2

連 2 周無本地病例 或可有條件放寬防疫

港府研全民派可重用口罩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
道：本港昨日繼續無新增新冠肺炎
確診個案，是連續 14 日無本地感染
病例，累計維持 1039 宗確診。衛生
防護中心再提醒市民，日常生活中
應盡量與他人保持適當的社交距
離，尤其應減少外出及避免聚餐或
聚會等社交活動，以減少接觸沒有
出現病徵的感染者的機會，並減低
社區出現群組個案的風險。香港大
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認
為，疫情放緩，開始進入稍為 「休
戰」 狀態，有條件放鬆防疫措施，
並透露政府將向全民派可重用 60 次
的口罩。

袁國勇：應對冬天可能再爆發
醫管局表示，截至昨日，公立醫院過去 24 小時向衛
生署通報 ，共接收 13 名（7 男 6 女，年齡由 1 至 90
歲）符合呈報準則的病人，並已安排相關化驗。目前

應否完全撤銷，或是放寬聚集人數上限，他說政府都
在考慮，認為要一步步及看反應進行，要在檢視食
肆、卡拉 OK 等場所後，找出高危的傳播因素，採取
措施減低交叉傳播機會， 「如果不查清楚高危控制
點，放寬好危險」。他又稱，隨疫情發展，防疫措
施可以時鬆時緊，但放鬆關口措施是最後一環。

可清洗 60 次更換過濾層
袁國勇又透露，創新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蔡淑嫻早
前向他表示，政府將向全民派口罩，該款口罩可清洗
60 次以及可更換裏面的過濾層。他形容是 「德政」，
「
聽完好開心」。
袁國勇說，相比全球，香港的防控疫情特色就是全
民佩戴口罩，早前發生的本地群組感染都是無口罩環
境下發生，例如食肆、酒吧及健身中心等，認為佩戴
口罩很重要。至於應否立法規定市民佩戴口罩，他認
為市民自律及互相提醒較理想，但如果防疫措施放寬
後，市民不再合作戴口罩，並再爆發疫情，就可能要
有罰款的措施。

抗疫逾百天感謝市民合作

港府擬向全民派發可重用口罩以加強防疫。圖為疫情趨緩和，市民到尖沙咀海旁散心。 中通社
有 192 人留院接受隔離。昨日再增 15 人康復出院，至
今共有 864 人出院。
袁國勇出席電視台節目時表示，本港疫情減退，開
始進入稍為 「休戰」狀態，當局應利用這段時間準備
充足的保護衣、藥物以至隔離設施，應對冬天可能爆

發的第二波疫情。
袁國勇指出，目前本港疫情放緩，有條件放鬆防疫
措施，觀察到周末期間郊野公園、商場多了市民聚
集， 「限聚令基本上執行不到」。他稱，限聚令不能
一下子放寬，應一步一步看如何放寬。被問到限聚令

經民聯獻策貿發局疫後支援
宿優惠。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表示，業界期望特區政
府和局方協助工程界在疫後 「走出去」，以
把握 「一帶一路」和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的機遇，盡快復蘇。他建議當局協助工程界
了解市場、尋找合作夥伴，建立商業聯盟，
並加強推廣與國際接軌的標準和經營管理模
式；以及建議政府成立推廣 「一帶一路」電
影專項基金，由貿發局扮演更積極角色，聯
繫海外相關機構，在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推動以電影為主題的一系列文化活動和相關
產業發展。
經民聯榮譽主席梁君彥（左四）聯同香港工業總會代表與貿發局主席林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促請當局為企業提供
建岳（右五）及管理層會晤。
新一輪支援措施，並簡化監管制度，使企業
推廣活動及參與當地主要行業展覽。他建議港商善用
盡快取得大量資金作周轉或再投資。有關措施包括：
資助參展費 助市場拓展
貿發局的服務，把握內地市場機遇，並期望局方與業
資助港商參與貿發局在今年 7 月至明年 3 月舉辦的所
界保持密切溝通，盡快公布各項推廣活動的詳情，並
經民聯榮譽主席梁君彥指出，隨內地商貿活動逐
有展覽，資助額為參展費用一半；放寬 「中小企業市
對參與的港商提供費用上的折扣，並向來港參觀展
漸恢復，得悉貿發局將以大灣區為重點，加強協調疫
場推廣基金」（EMF）參與本地展覽開放予公眾進場
覽、進行採購的大灣區內和海外企業，提供交通和住
後在大灣區內和海外的合作，包括商貿考察團、產業
的整體時間限制。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新冠肺
炎疫情打擊各行各業，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及
業界代表與貿發局主席林建岳會面，反映業
界面臨的困難，並提出多項支援業界疫後復
蘇的建議，包括資助港商參與貿發局舉辦的
展覽，資助額為參展費用一半、進一步簡化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EMF）及 「發
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
金」（BUD 專項基金）的申請程序，將 BUD
專項基金涵蓋的項目範圍擴展至成熟經濟體
及香港等。經民聯議員認為，目前疫情漸露
曙光，業界急切期盼局方和政府支援，以重
整旗鼓，再拓生意，冀政府急業界所急，盡
快回應業界的訴求。

製造業逾半僱員受疫情衝擊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新冠肺炎肆虐全
球，製造業大受打擊。香港製造業總工會昨公布一項相
關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中兩成收入下降、一成三被放
無薪假、兩成已失業，合共達五成多人受影響；政府雖
已推出兩輪防疫抗疫基金，但兩成三受訪者表示不在補
助範圍。工會建議政府對失業人士發放津貼、向被迫放
無薪假及減薪僱員發放補助每季1萬元等。

兩成收入減 兩成已失業

香港製造業總工會昨日公布疫情對僱員影響調查結
果。
記者 蔡啟文攝

香港製造業總工會聯同屬下 9 間工會，在上月 21 至
27 日就疫情下製造業僱員就業狀況，成功訪問各屬
會的 1124 名會員。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中兩成收
入下降、一成三被放無薪假、兩成更已失業，合共達
五成多人受影響，情況嚴峻；雖然政府在疫情下已推
出兩輪防疫抗疫基金，但有兩成三受訪者表示不在補
助範圍，餘下的六成多也指補助不足，顯示這次援助
對製造業僱員支援嚴重忽略，亦並不足夠。
工會主席李煒敏表示，本年第一季的失業率創 9 年

新高，達百分之四，就業不足率則約百分之二，是近
10 年來的高位，因本港製造業文職及技術人員大部
分是依賴歐美訂單，而現時歐美疫情正陷嚴峻期，不
少採購人員撤單、棄單，嚴重影響本港製造業的資金
回流及從業員生計，預計恢復接單亦需疫後 6 至 9 個
月，令業界進入寒冬期。
工聯會議員何啟明強調，製造業文職及技術人員的
前景非常嚴峻，政府的支援刻不容緩，建議以工資津
貼及生活支出補助維持打工仔家庭經濟需要，例如對
失業人士發放津貼 9000 元，持續 6 個月；向被迫放無
薪假及減薪僱員發放補助每季 1 萬元；以及設立緊急
失業援助金。
他又指，中期方面，政府應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推
出更多臨時職位、推出更多元職業培訓，將僱員再培
訓局 「特別·愛增值」課程的培訓津貼增至 9000 元；
長遠政策而言，應重塑高新科技製造業，改變經濟單
一結構的情況，結合國家發展目標重新組成新的產業
鏈，以發展出香港特色製造科技業品牌。

本港抗疫至今超過 100 天，袁國勇對本港捱過第一
仗表示 「感恩」，他感謝市民通力合作，祝市民身體
健康， 「在疫症中除了保持身體健康，希望大家有些
反省，安靜下來時想一想香港如何向前行，如何互相
幫助」。他說，本港取得階段性成功，全賴科學實證
及人與人之間的愛，希望能維持下去。
對於向市民派發可重用口罩一事，創新及科技局表
示，政府 2 月份公布利用 「防疫抗疫基金」資助研發
及生產可重用的口罩，局方的籌備工作已進入最後階
段，會盡快公布詳情。

發展局夥建造業
高唱《抗疫同舟》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高唱《抗疫同舟》。 網上截圖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發展局局長黃
偉綸昨在網誌上載片段和相片，表示發展局集合建
造業議會、土木工程拓展署及 10 個專業團體和商
會，一起錄製歌曲《抗疫同舟》，並邀請前線從業
員和工友參與拍攝音樂短片，希望透過帶有動感和
活力的旋律節奏，鼓勵大家在此艱難時刻互相扶
持，一齊 「
撐」過去。

創作勵志歌曲跨過困境
網誌稱，在過去 3 個多月，政府和建造業界協助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企業和工友防疫抗疫、走出
困境。一手包辦作曲填詞的土木工程拓展署可持續
大嶼辦事處副處長（工務）汪志成說，疫情下，香
港面對嚴峻挑戰，他希望創作一首勵志歌曲，鼓勵
大家在這艱難時刻，發揮互助精神，同心抗疫，相
信大家同舟共濟，定必能跨過困境。
汪志成形容製作過程是一個 「
奇」。由拍板、錄音
到完成音樂短片製作，只需兩個星期，其中錄音只用
了兩天便完成。他指，建造業一直很團結，當日土木
工程拓展署署長劉俊傑主動聯絡建造業議會執行總監
鄭定寧，他毫不猶豫地支持開展及推動製作工作，而
立法會議員盧偉國和謝偉銓、10 個專業學會和商會會
長樂意抽空到錄音室錄音，還有眾多前線從業員和在
工地上的工友參與拍攝，見證了業界的 「
同一心」。
黃偉綸表示，感謝汪志成創作了一首好歌，以及
土木工程拓展署工程師王學林為製作音樂短片付出的
努力。他指，《抗疫同舟》這首歌，讓其想起數年前
一首由陳奕迅和張學友主唱的《同舟之情》，這兩首
歌都有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就是香港人同坐一條船，
希望大家放下不同，一齊努力，成功抗疫。

城大研層式通風減病房傳染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香港城市大學
研發層式通風系統，讓在隔離病房工作的醫護人員
呼吸到新鮮空氣，有助減低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風
險。城大建築科技學部主任林章教授表示，新系統
可讓站立的醫護人員，在距離床病人的高度差
距，吸入鮮風，讓新鮮空氣先到達醫護人員的呼吸
區，才到病人呼吸區，氣流同時帶走病房內的病原
體，最後由病人床頭附近地面的排風咀排出。

出風及排風咀設不同位置
城大建築科技學部主任林章自 2003 年沙士爆發後
一直研究通風系統，他研發的層式通風系統，將出
風咀及排風咀置於不同位置，出風咀可置於牆的中
間位置，而排風咀則置於近地面位置，令新鮮空氣
不會與 「舊」空氣混合。現時普遍採用的混合通風
模式，將出風咀及排風咀同樣置於天花位置，令新
鮮空氣未吹送到房內的人之前已混合 「舊」空氣。
林章表示，保持醫護人員頭部氣流清潔及有效稀

釋其呼吸區（離地面 1.3 至 1.7 米）極為重要，但現
時隔離病房使用混合通風系統，即出風口及排風口
均置於天花板位置，會將新鮮空氣混合 「舊」空
氣。而新鮮空氣因氣壓不同會沿天花板流動，與
「舊」空氣混合再吹送至醫護人員的呼吸區；醫護
人員吸入的是已在病房內停留一段時間、可能含有
病原體的空氣，新鮮空氣未能十分有效稀釋醫護人
員呼吸區的 「舊」空氣。
新研發的層式通風是將出風咀設於牆壁的中部，
安裝高度視乎房間用途而定，例如病房可設在離地
面 1.5 米之處，即一個人站立時，頭部距離地面的平
均高度，讓醫護人員可充分利用其與床病人兩者
呼吸區近 1 米的高度差距，吸入鮮風。

醫護先呼吸上游新鮮空氣
他指，這個做法讓新鮮空氣沿水平方向送出，先
到達醫護人員的呼吸區，然後才到病人呼吸區，氣
流同時帶走病房內的病原體，最終由病人床頭附近

近地面的排風咀排
出。這樣既使醫護人
員處於空氣比較新鮮
的 「上游」，亦能稀
釋並直接排走病房內
的污染物。
研究團隊早前曾
利用實驗和計算流
體力學模擬，驗證
層式通風策略應用
於隔離病房通風系
統的可行性。團隊
利用不同出風與排
城大建築科技學部主任林章將實驗室設計成模擬病房研究 「層式通風」 ，右方綠圈
風方式，研究病房
為出風咀，左方紅圈為排風咀。
內病人咳嗽 1 分鐘後
系統，飛沫濃度相對較高，病房內部分行走空間
室內飛沫的濃度及分布情況，發現採用層式通風
被污染，在此區域停留或通過的醫護人員受感染
系統，室內飛沫濃度較低，分布相對均勻，無高
的風險較高。
度集中區域出現，效果理想。然而採用混合通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