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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指強化檢測已奏效

港府精準抗疫爭取早復通關
益，為 「一國兩制」框架更加牢固，為恢復香港穩定
帶來顯著效果，只要香港堅定不移地落實香港國安
法，社會各界團結一致，可確保 「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維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長治久安。
張建宗強調，國家成功抗疫和經濟快速復蘇，令人
鼓舞，特區政府會繼續全力以赴，精準抗疫，謹慎及
嚴格採取防控措施，以爭取盡早通過三地 「健康碼」
互換，以及核酸檢測結果互認為相互豁免入境強制檢
疫的條件，逐步有序恢復與內地及澳門 「通關」，振
興本地經濟。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國
家成功抗疫和經濟快速復蘇，成績令人
鼓舞。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於網誌表
示，特區政府會繼續全力以赴，精準抗疫，爭取盡早通過三地 「健康碼」 互
換恢復 「通關」 ，振興本地經濟。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亦撰文指，全球
疫情愈趨嚴峻，香港會繼續加強入境防控措施，嚴防輸入個案。

4 個社區檢測中心月中運作
張建宗網誌指出，應對疫情是特區政府當前的首要
任務，而病毒檢測是重要一環，本月中開始運作的 4
個社區檢測中心，為市民提供每次收費 240 元的檢測
服務，能夠大幅減低檢測費，主因是政府促成引進更
多較大規模的檢測機構，令私營檢測能力由每日不足
1000 個提升至數以萬計。
疫情監測方面，包括個案偵測和追蹤，衛生署和醫
管局持續為恒常流行病學監測和調查而進行檢測，現

時公營檢測能力已提升到每日超過 7000 個。同時，公
立診所派發和收集樣本包的時間和模式亦已延長和強
化。

陳肇始指入境防控不能鬆懈

冀能實施三地健康碼互換

張建宗昨日於網誌表示，特區政府會繼續全力以
赴，精準抗疫。

特區政府為個別高危群組進行特定群組檢測計劃已
恒常化，累計完成逾 60 萬個樣本，找到 84 宗確診，
比率約為 0.01%，顯示計劃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
教育局今天起免費為所有幼稚園、中小學和特殊學校
的教職員推出特定群組檢測，令校園更安全。

張建宗續表示，國家在關於制定 「十四五」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提到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強調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和高度自治的方針。他說，中央在國家層面制定了香
港國安法，為完善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

大埔一周 9 確診 居民爭相檢測
【香港商報訊】記者葉珮如報道：新冠肺炎疫情
持續，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本港新增 10 宗
確診個案，其中 7 宗為輸入個案，3 宗為源頭不明的
本地個案，至今累計個案 5374 宗。另外，由於大埔
區在一星期內共有 9 名居民確診染疫，政府由昨午起
一連 3 日透過流動車輛派發收集深喉唾液樣本瓶，鼓
勵大埔區居民或感覺有較高感染風險人士接受免費
新冠病毒檢測。

門診派發樣本瓶大排長龍
醫管局公布，截至昨早新增 5 名新冠肺炎確診者康
復出院，至今共有 5144 名確診或疑似病人康復出
院。目前公立醫院已啟用 613 間負壓病房，合共 1090
張負壓病床，現時共有 84 名確診病人正在留醫，7 人

陳茂波呼籲市民支持

大埔區一周內多名居民確診，政府昨午起一連 3 日進駐流動車輛派發及收集深喉唾液樣本瓶。 中通社
危殆，4 人嚴重，其餘 73 人情況穩定。
另外，鑑於大埔區在一星期內共有 9 名居民確診染
疫，最新一宗感染源頭不明患者居住廣福廣平
樓，食環署已派員清洗對開行人路。政府由昨午起
一連 3 日安排檢測承辦商派出流動車輛到大埔派發與
收集深喉唾液樣本瓶，便利及鼓勵大埔區居民或自
覺有較高感染風險的人士接受免費檢測。流動車輛
昨午 1 時 30 分至 6 時停泊在廣福道 41 號恒生銀行對出
的士站附近，市民可前往索取及交回樣本瓶，費用
全免。今日至明日流動車輛的運作時間為上午 10 時

至下午 5 時。
大埔的普通科門診首次於周日派樣本瓶，由於區
內有多宗確診，一早已大排長龍，診所每日只有 90
個名額，不消半小時就滿額。有市民表示，公司有
指引如居住大廈有人確診即要進行檢測，有結果才
可上班；又有市民指，自己有不少活動，擔心萬一
有事會傳染給朋友，希望做檢測安心一點；亦有市
民表示，擔心大埔區有隱性傳播鏈 ，但都沒有辦
法，唯有勤洗手，多注意衛生。

城大 4 項抗疫研究獲 710 萬資助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新冠肺炎疫情
持續影響全球。香港城市大學昨日宣布獲創新科技
署轄下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逾 710 萬元，從事 4 個跨
學科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的研究計劃，分別針對簡單
快速測試、令病原體不會存留於物體表面、預測感
染和死亡率以及快速通風密封系統等方向。
香港城市大學共有 4 個跨學科研究計劃成功獲得創
新及科技基金 「公營機構試用計劃（為在香港防控
2019 冠狀病毒而設的項目）」資助逾 710 萬元。
生物醫學系楊建文講座教授（生物醫學）楊夢甦
領導的團隊，致力研究簡單快速的新冠病毒測試方
法。團隊提出一種基於視覺檢測的分子快速測試程
序，程序使用一次性側向流動裝置，該裝置包括基

於納米技術的生物傳感器和遺傳生物標記。楊夢甦
相信這項測試可為公共衛生機構提供另一種診斷方
法。

研便捷方法消滅病原體
電機工程學系講座教授梁國華指導的研究團隊，
將研究一種便捷可靠的方法，令病原體不會存留於
物體表面。紫外線能起消毒劑的作用，但對人體有
害。不過最近有研究表明遠紫外線是無害的，因為
它不會穿透人體皮膚，卻可消滅病原體。梁國華表
示，消毒設備可用於電梯按鈕、桌子、水果及其他
食品、盒子與瓶子等。
據初步報告顯示，慢性病患者較易感染新冠病

5G 技術資助申請延長半年

毒。生物醫學系及電機工程學系助理教授陳紀行領
導的一項研究，採用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技術來預
測感染和死亡率，並運用一組既定免疫力和代謝標
誌物，來研究新冠病毒感染與其他疾病的聯繫。
而機械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Steven Wang 博士則為醫
院的新冠病毒患者研發快速通風密封系統。這個快
速密封系統以創新方式收容或隔離新冠病毒患者，
以免他人因空氣傳播而感染。系統的原型限制了病
毒傳播，並減低受感染患者與醫護人員的接觸。通
風密封系統包括管道、配件與其他易於購買或製造
的小零件。Steven Wang 透露，其研發成果已準備就
緒於香港所有醫院作防疫用途，保護醫護人員和患
者。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香港理工
大學紡織及服裝學系紡織科技講座教授兼智能
可穿戴研究中心總監陶肖明教授，榮獲中國工
程院第 13 屆 「光華工程科技獎」，頒獎禮昨日
於北京舉行。陶教授表示，對今次獲此國家級
的獎項，感到非常榮幸。

鼓勵各行各業及早使用

國家級獎項每兩年頒發

升降機工程公司在升降機摩打安裝感應器，以 5G
傳送數據，一旦情況異常即派員檢查。
網》訪問時表示，公司尖沙咀重慶大廈的升降機維
修，早前引入應用 5G 技術的遙距技術支援及監察系
統，在大廈部分升降機的元件安裝感測器，即時監察
並收集摩打速度、溫度等相關資料。資料經由 5G 網
絡傳送至雲端，一旦資料異常，即使升降機尚未出現
故障，系統仍會即時發出提示，讓維修人員按實際情
況採取行動，包括及早到場修正，防止故障發生。他
又稱，自採用 5G 即時監察技術之後，故障率顯著下
降，維修所需時間亦縮短。

陳茂波昨在網誌稱，明年 6 月底至 8 月初將進行大型
人口普查，範圍涵蓋全港市民，藉以編製有關本港人
口的社會及經濟特徵的資料，以及詳細地區分布的最
新基準統計數字。
不過，明年的人口普查將會面對一項特殊挑戰，就
是屆時新冠肺炎疫情在本港的情況，可能會帶來不明
朗因素。有鑑及此，統計處將會進一步加強使用資訊
科技進行數據搜集，例如讓普查員將收集到的數據即
時輸入系統，又或提供已加密的網上問卷供市民填寫
等，這些安排將有助提升處理效率及減低疫情傳播的
風險。考慮到市民的不同需要，明年的人口普查仍需
要招聘核查員、親身上門跟住戶進行面談訪問。統計
處將會為所有前線的人口普查員提供適當的培訓和防
護裝備，以保障他們及受訪住戶的健康和安全。
陳茂波認為，政府的統計及人口普查工作需要市民
及企業的積極配合，才可順利進行，呼籲市民踴躍支
持，讓政府可以掌握香港最新及全面的數據，了解社
會不同環節的狀況，以協助評估和制訂適切的政策及
分配資源，讓政府的工作能夠更緊貼社會的發展和市
民的需要。

供經濟評估學術研究
他更多番舉例說，全面了解香港最新的人口結構和
年齡分布，有助政府掌握本港人口高齡化的速度與預
期是否存在落差，以至它對本港醫療、社福等各項措
施的引伸影響。不同地區的人口分布，有助政府評估
各地區的公共服務及配套設施是否能適切應付實際需
要。因此，明年人口普查的工作對政府政策的與時並
進、適時調整，有重要意義。
陳茂波強調，統計所得的數據並非唾手可得，而是
政府統計處人員透過科學化、定期的抽樣調查與資料
搜集編製所得。統計處人員的專業和努力，為公營部
門、經濟評估和學術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素材及資
訊，讓大家在感覺與表面觀察之上，能有客觀的數據
加深對問題的認知，也為不同持份者提供客觀的依
據，以便對香港的社會與經濟現象，有更客觀、全
面、深入的觀察與討論，以及進行比較和分析。

理大教授獲光華工程科技獎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在第二輪 「防疫
抗疫基金」下推出的 「鼓勵及早使用 5G 技術資助計
劃」，截止申請日期將會延長 6 個月至明年 5 月 31
日。港府表示，希望通過有關安排，進一步鼓勵各行
各業的公私營機構遞交項目申請，利用 5G 技術促進
持續創新。

當局早在今年 5 月推出有關計劃，鼓勵各界盡早應
用 5G 技術，以改善營運效率和服務質素，從而提升
香港的整體競爭力。每個項目可獲資助金額僅為實際
開支 50%，上限 50 萬元，前提是獲資助的開支須與使
用 5G 技術直接相關。截至本月 6 日，已批出 20 個申
請。為鼓勵更多機構參與，港府將資助計劃截止日期
延長 6 個月，資助計劃詳情及申請表格可於通訊事務
管理局辦公室網站下載。
5G 技術擁有高速度、低時延和能夠同時支援大量
物聯網裝置的特點，為不同行業帶來創新的應用，張
年生的升降機業務亦是此項計劃的受惠者之一。另
外，有智慧健身產品公司利用 5G 技術安排導師遠程
瑜伽授課。
升降機工程公司董事總經理張年生接受《政府新聞

疫情下人口普查
增資訊科技協助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香港將於明年進
行大型人口普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呼籲市民踴
躍支持政府統計處各項訪問工作，協助特區政府評估
和制訂適切的政策及分配資源，讓政府的工作能夠更
緊貼社會的發展和市民的需要。不過，普查面對疫情
的挑戰，將會加入很多資訊科技元素，以減低傳播的
風險。

昨增 10 個案 3 宗源頭不明
衛生防護中心公布，新增 10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中 7 宗為輸入個案，2 宗來自法國、2 宗來自菲律賓，
其餘分別來自印尼、塞爾維亞及肯尼亞。至於 3 宗源
頭不明的本地個案，第一宗個案涉及一名 38 歲女
士，她於上月 19 日出現發燒，本月 5 日向一名私家醫
生求診，翌日遞交深喉唾液樣本化驗，她於中環花
園道冠君大廈上班，最後一日上班為上月 16 日。
第二宗個案涉及一名 42 歲女士，她於上月 5 日向博
愛醫院求醫，翌日遞交深喉唾液樣本化驗，其丈夫
為早前一名確診病人。第三宗個案涉及一名 50 歲男
士，他於上月 28 日出現咳嗽，本月 4 日到香港浸信會
醫院求醫，翌日遞交深喉唾液樣本化驗，他於灣仔
告士打道光大中心上班，最後一日上班為本月 6 日。
由於 3 宗個案均於上星期六記者會提及，故昨日不設
疫情記者會。

另一方面，陳肇始昨日亦在網誌指出，目前全球疫
情愈趨嚴峻，本港入境防控措施不能鬆懈，會繼續密
切監察環球疫情發展、出入境人數變化等，有需要時
會採取果斷及更嚴厲措施，嚴防輸入個案。若客機上
有 5 名或以上的乘客確診，或連續 2 班相同航空公司
從同一地點抵港客機上，有 3 名或以上的確診者，將
觸發禁止飛機陸香港的 「熔斷機制」，由 7 月訂立
至今，衛生署曾 7 次啟動 「熔斷機制」，禁止來自印
度、尼泊爾及馬來西亞等航機陸。

「光華工程科技獎」為兩年一度的國家級獎
項，旨在表彰在工程科技及工程管理範疇具卓
越成就和重要貢獻的中國工程師和科學家。獎
項自 1996 年成立以來，已嘉許超過 250 名來自
理大陶肖明教授榮獲中國工程院第 13 屆「光華工程科技獎」。
不同工程領域的傑出人士。今屆的 41 名得獎者
從 296 名候選人中選出，陶教授與另外兩名香
的扭妥環錠紡紗技術已獲 11 家製造商應用於新型紡織
港得獎者，均由香港工程科學院提名。
及服裝產品之上。
陶教授以其在智能纖維材料、納米技術、光子纖維
陶教授於 2003 至 2011 年擔任紡織及服裝學系系主
和織物、柔性電子和光子設備、智能可洗技術、紗線
任。在她的領導下，學系成為全球領先的服裝及紡織
製造和紡織品複合材料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享譽國際。
界的高等學院之一。透過與業界緊密合作，陶教授成
陶教授進行了大量研究，並發表超過 800 篇科研文
功帶領理大團隊獲得逾港幣 3.3 億元的撥款設立香港
獻，包括 300 多篇國際期刊論文及 7 份研究著作。
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此外，她亦分別於 2004 年及
由陶教授領導的專家團隊已獲得 34 項國際及國家專
2018 年先後創立功能性及智能型紡織品及成衣納米科
利，超過 10 項發明已獲多家世界知名企業應用。其中
技中心，以及智能可穿戴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