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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稍緩確診降至個位數
屯門或潛藏患者 當局籲及早檢測
【香港商報訊】
記者李銘欣報道：
本港新冠肺炎疫情
昨日有所緩和，新增個案回落至個位數，合共有 9
宗，大部分涉 Omicron 變種病毒，其中 1 宗屬本地
個案，為 1 名巴籍地盤工人兼送餐員；另有初步確
診少於 10 宗，包括出現垂直傳播的北角楓林花園
多添 1 人，早前確診的竹篙灣檢疫中心女保安員的
同事亦初步確診。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
席曾祈殷認為，最近的社區及大廈強檢都無發現，
暫未見社區有大爆發，未來數天若無不明源頭個
案，相信今波疫情可在農曆新年前後平息。

女護士被疫苗污染證非確診
本地個案為 29 歲巴基斯坦籍男子，居於天水圍天逸
，是一名地盤工人兼 Foodpanda 外賣員。衛生署衛
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該本地個案確
診後的 2 次檢測呈陰性，暫未分辨到是新感染或復陽
個案，患者曾於大埔公路元洲仔路段更換煤氣喉管，
幾名同事要檢疫，他曾做 Foodpanda 外賣員，當局正
追查他有否接觸過其他收外賣的人士。
張竹君補充稱，前日公布初步確診的莊柏醫療診所
22 歲女護士，調查後發現她是在診所被疫苗污染，因
此不界定為確診個案。至於她居住的屯門凱德花園 2
座前晚進行強檢，有 1 宗不確定個案，複檢後證實為
陰性，凱德花園 2 座的居民無須再繼續餘下日子的強
檢程序。

快速檢測不能替代強檢
昨日初步確診少於 10 宗，包括 1 名因出現垂直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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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全港多區掃毒
檢值 1.25 億元毒品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警方過去 3 日於
元朗、北角和西環展開反毒品行動，檢獲 155 公斤不
同種類的毒品，總值 1.25 億元。行動中拘捕一對男
女，包括菲律賓籍女傭，她涉嫌協助販毒集團處理貨
物，但報酬僅得 100 元，警方現正通緝一名販毒集團
的在逃男子。案中被捕男子暫控一項販運危險藥物
罪，已於昨日早上在屯門法院提堂。

菲傭涉為百元犯案被捕

播而要撤離至檢
疫中心的北角楓
林花園 3 期 B 室
居民、竹篙灣檢
疫中心確診女保
安 員 的 51 歲 女
同事亦初步確診，最後上班日為 1 月 11 日，她負責
派物資，曾與確診同事在休息室午膳，相信由此感
染。她居於將軍澳寶盈花園第 4 座，平時會到青衣城
肯德基、將軍澳廣場太興燒味吃早餐，亦會到將軍
澳廣場街市，當局昨晚 7 時起圍封寶盈花園 4 座強
檢。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表示，雖然昨日的感染數
字有緩和，但相信社區內仍有隱形傳播鏈，因為幾個
個案曾在屯門生活，並有兩代傳播，希望在強檢及區
域檢測找到個案盡快截斷傳播鏈。因此，政府呼籲屯
門居民盡快自願檢測，民政事務總署已透過 「全港社
區抗疫連線」向居民免費派發 3000 套新冠病毒快速測

將軍澳寶盈花園 4 座昨被圍封強檢。 記者 馮瀚文攝
試套裝，希望為他們及早識別感染者，但當局提醒快
速測試套裝的檢測結果，並不能替代政府強制檢測的
要求。

實時公布檢測站人流助分流
隨屯門區內檢測中心增加至 11 個，令排隊的人流
有所改善，前日共做了逾 3 萬次檢測。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周浩鼎表示，歡迎政府接納其建議，網上公布實
時檢測站等候人數，令居民較為方便，屯門未來仍要
繼續檢測，希望當局短期內在屯門進行具規模的消毒
清潔行動，尤其是衛生黑點，以挽回居民對當區衛生
的信心。

警方毒品調查科(行動)陳江明警司昨日稱，本月 11
日在元朗馬田路截查一名姓劉男子(58 歲)，在其身上
搜出 4 公斤俗稱 「
K 仔」的氯胺酮，其後押解到附近
居住的單位，再發現 42 公斤可卡因、5 公斤氯胺酮和
25 公斤大麻，以及 100 萬元現金。
警方經調查後，相信毒販在西環一個貨倉和北角一
個迷你倉儲存毒品，翌日再於北角一工業大廈內的迷
你倉截查一名菲律賓籍女傭(40 歲)，她當時正在處理
一批貨物，警員發現迷你倉內有 3 個載有可可豆的麻
布袋，內藏有 54 公斤可卡因，以及 31 桶蛋白粉內有
25 公斤氯胺酮，她涉嫌販運危險藥物罪被捕扣查。
警方其後在西環一個貨倉發現有 360 袋、每袋重 50
公斤的可可豆和 21 箱蛋白粉和朱古力粉，未再有檢
獲毒品，相信該批可可豆在去年 12 月底從南美厄瓜
多爾由海運到港，毒品先運到西環貨倉，其後再電召
客貨車分批送到北角的迷你倉，現正通緝一名男子
(44 歲)，相信是該販毒集團的骨幹成員。
陳光明指，過去檢獲的可卡因會以每一公斤製成磚
狀運輸，但今次毒販將可卡因壓製成約 150 克重的正
方形方塊混入可可豆中，相信是企圖魚目混珠，逃避
執法人員追捕。而涉案的菲傭負責處理迷你倉內的貨
物，每次收取僅 100 元，他呼籲僱主要留意外傭是否
有異樣，提醒她們協助處理毒品同樣會觸犯法例。
另訊，海關前日在長沙灣截查 28 歲男子和 24 歲女
子，在男子手持的環保袋發現 2 袋藏有共約 700 克海
洛英的狗糧，其後押解 2 人到附近一商廈單位搜查，
檢獲 5.8 公斤海洛英和 11 公斤冰毒，收藏在狗糧和茶
葉包裝袋內，市值 1600 萬元，該對男女被捕扣查。

內會通過下周三交遙距會議決議
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陳學鋒、顏汶羽及何俊賢在會
後代表民建聯發表對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的初步建
議。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立法會內務委員
會、財務委員會同在昨日召開今屆會期首次會議。其
中，議員在內委會通過會在下周三舉辦的立法會大會
提出決議案，以決定立法會及委員會會議在今年若因
新冠肺炎疫情而未能舉行實體會議時，可以視像形式
舉行遙距會議，並訂明有關會議的安排。內委會主席
李慧表示，現時疫情發展嚴峻，立法會要做好準
備，有需要時在社交距離下繼續舉行會議，以履行憲
制職能。此外，不少議員在財委會會議上向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反映，希望政府可以加強支援受疫情影響的
基層人士。

議員建議再推消費券

須訂明適用時間及情況
李慧表示，立法會法律團隊正處理與遙距會議
相關的法律工作。立法會法律顧問於內委會會議上
解釋說，立法會早前已修訂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
例，令立法會可以藉決議授權立法會及委員會會
議，均以遙距方式進行。法律顧問又說，決議要訂
明一個指明時間，並提出在哪些緊急情況而要召開
遙距會議。多位議員都表示支持有關做法。其中，
民聯建新界東北議員陳克勤認為，應該只有極端情

機場冷氣預調系統
獲亞太區年度大獎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中電昨日公布，
與機管局和天文台合作研發的機場冷氣預調系統，榮
獲美國能源工程師協會頒發亞太區年度 「區域能源項
目獎」，這是中電自 2019 年起連續 3 年榮獲協會頒發
亞太區年度獎項。

連續 3 年獲獎項肯定
中電介紹，這套創新的系統運用氣象數據、航班時
間表和機場用電量，結合大數據分析以準確預測機場
客運大樓所需的冷氣量，達致節能並保持大樓的舒適
度，提升旅客的機場體驗。而今次的合作，令香港國
際機場成為全球首個應用冷氣預調技術的機場，配合
已提升的製冷設備，每年可節省約 510 萬度電，相等
於減少約 1900 噸碳排放量。
中電總裁蔣東強對獲獎感到十分榮幸，他指中電全
力配合政府減碳政策，致力協助客戶利用智能科技優
化營運，讓工商客戶提升能源效益，減低碳排放。中
電將會繼續發揮電能專業，與客戶及社會各界攜手爭
取於 2050 年前實現碳中和。
中電表示，將積極把冷氣預調系統推廣至其他合適
的業界，包括使用大型中央空調裝置的商場及商業大
廈。

李慧主持本屆首次內會會議。 記者 馮俊文攝
況才用遙距舉行會議，又認為如果可行，立法會應
該舉行實體會議；經民聯選委會界別議員梁美芬亦
支持以視像形式召開立法會會議。
財委會會議緊隨內委會會議後舉行，陳茂波在會上
解說經濟數字，不少議員都向他反映市民訴求。民建

教聯促盡快理順小學薪酬架構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教聯會主席黃錦
良、副主席兼立法會議員朱國強及鄧飛，日前與多個
小學團體會晤，商議推動政府盡快向新一屆立法會提
交理順小學中層人手及薪酬架構議案。朱國強承諾爭
取議員支持通過撥款，冀讓小學能在今年 9 月新學年

增設中層職位，專責統籌國情國安教育、STEM 教育
等工作，提升小學教育質素。

中層職位不足礙人才加入

當日出席的小學團體代表包括津貼小學議會、香港
資助小學校長會、官立小學校長協會、香港小學
教育領導學會、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香港副
校長會、官立小學副校長會。
黃錦良表示，現有小學人手架構未能配合時代
發展的需要，不利跨學科課程推動和照顧學生的
學習及成長的需要，影響優質教育的推行。隨
教師全面學位化已落實，中層職位卻沒有同步增
加，影響學校行政安排。小學中層職位不足，薪
酬架構設置不合時宜，使教師缺乏晉升機會，阻
礙人才投身小學教育。
理順小學中層人手及薪酬架構撥款未能在上屆
立法會通過，小學同工無不感到失望及遺憾。教
聯會指出，增加小學中層人手及理順薪酬架構，
對提升教育質素極其重要，故促請教育局盡快將
相關議案提交新一屆立法會，並呼籲立法會議員
教聯會與多個小學團體會晤。
支持議案，令撥款能夠盡快通過。

新一輪「採電學社」支援接受申請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政府公布 「採電
學社：學校及非政府福利機構太陽能支援計劃」昨日
起接受新一輪申請，截止日期為 6 月 30 日，在 4 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或之前提交的申請將獲優先處理，以便
工程最早可於 7 月開始進行。

予學校免費安裝太陽能系統

中電與機管局、天文台合研的冷氣預調系統，獲頒
亞太區年度 「區域能源項目獎」 。

而面對兩地仍未能短期內大幅度或全面通關，加上
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在踏入元旦後再次爆發，各行各
業如飲食、零售等消費市道，以及需按《預防及控制
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再被指令
關閉的行業經營再度受到打擊，民建聯建議政府再推
出不少於 5000 元的消費券措施，讓市民可在今年使
用，以支持市道。政府亦應常設 「失業援助金」，向
失業 1 個月或以上的香港居民發放臨時援助金，以支
援失業人士。失業人士只需以個人名義申請，不用資
產審查，每名申請者同一時間只可選擇綜援或臨時失
業援助金其中一項。 「失業援助金」的援助期宜設 6
個月，失業人士每月獲發放金額 6000 元。
新民黨新界東北議員李梓敬表示，不少自僱和打散
工人士的收入都在疫情下大減，又指政府過往拒絕津
貼沒有強積金戶口的自僱人士，希望政府今次可以向
相關人士發派 1 萬元津貼，以解燃眉之急。

政府發言人稱，計劃旨在推動本地可再生能源發
展，為非官立和非牟利學校及獲社會福利署津助的非
政府福利機構免費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以及協助參
加兩間電力公司的上網電價計劃。學校亦可以將太陽
能發電系統融入教學，有助培育人才和推動全民包括

青年積極實踐低碳生活。
發言人續說，計劃自 2019 年推出至今反應踴躍。
截 至 2021 年 12 月 ， 機 電 工 程 署 已 接 獲 逾 600 份 申
請，當中超過九成的申請來自學校，佔全港中小學約
四成半，涉及共約 30 萬名學生。署方已為超過 260 間
學校和非政府福利機構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估計每
年可產生超過 240 萬度電，相當於約 9000 個家庭 1 個
月用電量。
計劃配合政府在 2021 年 10 月公布的香港氣候行動
藍圖 2050，當中提出 「
淨零發電」為深度減碳行動的
策略目標之一，積極發展可再生能源及其他零碳能
源，支持香港力爭 2050 年前實現碳中和。

警方檢獲大批包括毒品、包裝等涉案證物。
記者 區天海攝

海關海上截貨船
起 35 噸走私凍肉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海關搗破海上走
私集團，前日凌晨有私梟在大嶼山西南水域交收貨
物，以貨船將凍肉吊落快艇，海關派出高速截擊艇將
貨船截停，拘捕船上 5 名船員，檢獲 35 噸走私豬耳朵
和牛肚，總值 520 萬元。
海關有組織罪案調查科特別調查第 2 組高級調查主
任黃志強昨日稱，13 日凌晨在大嶼山西南水域展開反
走私行動，期間發現一艘沒有開啟航行燈的貨船在大
嶼山分流對開海面徘徊，距離內地水界只得 0.5 海
里，其後一艘快艇靠近，貨船上有人以吊臂將貨物吊
落快艇。

5 名船員被扣查
關員見狀隨即派遣兩艘高速截擊艇將該貨船截停，
快艇則高速往內地方向逃去無蹤。關員登船拘捕 5 名
船員(38 至 56 歲)，檢獲 35 噸走私凍肉，包括豬耳朵和
牛肚，價值 520 萬元，其後將涉案貨船扣查。
黃志強稱，在 2021 年上半年，走私集團會利用香
港以西水域如沙洲和龍鼓洲一帶進行走私活動，通常
僱用大型躉船，將大批凍肉運到上述水域，而躉船則
暫時作為貨倉，待入夜後會有大批快艇到來提貨，迅
速將凍肉運往內地。而是次案件，走私集團改到香港
以南水域，相信與過去數月執法部門嚴厲打擊走私活
動有關。

社署下周一起
派專隊駐童樂居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香港保護兒童會
轄下 「童樂居」虐兒案受害人數目不斷增加，已累計
29 名幼童受虐，16 名員工被捕。社會福利署昨日
稱，將於下周一（17 日）開始，派遣專隊進駐涉事幼
兒中心駐守監察。社署稱會繼續嚴肅跟進事件，視乎
各方面的調查結果，不排除採取進一步規管行動。

將密切檢視其改善措施
專隊成員將包括社工、護士及具備監管幼兒中心經
驗的人員。他們將每天駐守幼兒中心，實地密切監察
中心的日常運作，確保中心的運作符合服務質素及切
實執行有效的改善措施，保障兒童得到妥善照顧。專隊
會運作至中心的改善方案和運作情況符合社署要求。
社署強調，自事件發生以來已採取了連串行動，包
括於去年 12 月 27 日派出由 20 多位臨床心理學家、護
士、社工等組成的跨專業團隊，前往中心調查，視察
中心運作，檢視工作紀錄，並逐一觀察中心內 70 名
兒童的行為、健康和情緒狀況，以確保他們情況穩定。
此外，社署於去年 12 月 28 日與營辦涉事服務單位
的機構執行委員會及管理層會面，聽取機構匯報事件
及跟進工作。社署亦已加強巡查中心及繼續調查，向
機構發出書面警告及糾正指示，要求加強對前線員工
的督導及監察，並要求機構於 1 月 25 日前提交檢討報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