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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涌幾何式爆疫
昨增 105 宗個案 映葵樓亦禁足 5 日
2022 年 1 月 23 日 星期日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
道：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嚴峻，重災
區的葵涌更單日爆出逾百宗確診
及初步確診個案。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傍晚宣布，繼逸葵樓後，出
現多宗初步確診的映葵樓，亦須進
行 5 天禁足圍封。至於附近 4 座樓
宇，包括芊葵樓、曉葵樓、旭葵
樓、雅葵樓，將於昨晚開展圍封強
檢。她形容今次行動龐大，估計約
3.6 萬名人士需要檢測，亦指出化驗
所有能力處理，今日起會增加採樣
能力至 3 萬人次。她又作出多項呼
籲，包括不受禁足規定影響的葵涌
居民應留在家中，大眾要減少聚
會，未接種疫苗人士盡快打針，有
行蹤風險的盡快接受檢測。

今天出版 1 疊共 8 版
1952 年創刊 第 24841 號
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 9 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 5 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 4 元人民幣

居葵涌政府僱員
暫時不用回工作地
【香港商報訊】因應疫情的最新發
展，政府昨日已通知各政策局和部門，
居於葵涌的所有政府僱員，暫時不用
返回工作地點，留在家中，盡量減少外
出，直至所屬政策局和部門另行通告為
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呼籲其他企
業的僱主，在可行的情況下向員工作出
類似的安排，攜手抗疫。
他表示，為應付執行各項與防疫相關
的措施，在考慮個別行動實際規模和人
手需要後，政府會適當調派政策局和部
門人員提供跨部門支援。

繼逸葵樓之後，政府昨日宣布葵涌的另一
繼逸葵樓之後，
幢大廈映葵樓亦須圍封 5 日。 記者 馮瀚文攝

約 3.6 萬葵涌居民須檢測
林鄭月娥昨日傍晚聯同多位政府官員舉行記者會。她
指出，葵涌不同樓宇的相關確診、初步確診個案多達
105 宗，形容該處已出現幾何式爆發，情況令人擔心。
她說，在本月 20 日，葵涌內的初步確診個案只有 9
宗，前日增至 20 宗，昨日再增至 105 宗，其中逸葵樓佔
96 宗、映葵樓佔 8 宗、曉葵樓佔 1 宗。林鄭月娥表示，
映葵樓已在凌晨開始圍封，期間沒有居民外出，隨後便
圍封 5 天。不過，由於安排飯盒需要 4 小時，故當局昨
日難以安排晚餐，今日(23 日)起會供應早、午、晚三
餐，希望居民見諒。
林鄭月娥續說，芊葵樓、曉葵樓、旭葵樓、雅葵樓須
圍封一晚，以進行強制檢測。至於內餘下 11 座大廈，
以及葵馥苑安葵閣和樂葵閣，亦須接受強制檢測，但不
用禁足。她又提到，葵涌有 2 名清潔工確診，包括一
名住在映葵樓、在逸葵樓工作的清潔工，及一名住在曉
葵樓、沒有服務固定樓宇的雜工。有關工人屬同一個清
潔承辦商，負責葵涌的 40 多個清潔工人亦被列作密切
接觸者，安排進入竹篙灣檢疫中心。

呼籲大家保持信心，相信只要齊心協力，仍然可以遏制
病毒的擴散。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示，現時全個葵涌有約 3.4
萬名居民，當局現時在內設立 3 個流動採樣站，亦不
排除會增加採樣站的數目。他說人員會留意排隊檢測人
龍的長短，又說如果聚集的人數比較多，會有專人呼籲
排隊人士在家中稍等，或者適時地再透過房屋署名冊聯
絡居民，以達到人性化的安排。
被問及映葵樓居民昨晚不獲派飯盒，可否自行叫外
賣，陳帆表示，家居隔離及強制檢測目的是控制疫情，
所以一般人士不能進入受限區域。當局會因應個別實際
需要，例如為家人送必要藥物而去給予協助，但一定不
會處理外賣相關的情況。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表示，從目前的情況所見，逸
葵樓內有環境樣本呈陽性，當中包括主要由涉事工作人員
接觸到的垃圾房收集點。他相信事件似乎與工作人員及市
民之間，以及環境的傳播有關。他明白居民到採樣站檢測
時會有風險存在，因此會選擇在比較空曠、人流較少的地
方為居民做檢測。他強調有關工作需要有序地進行，希望
不會導致太多人聚集。

居葵涌教職員不用回校
葵涌居民在大窩口檢測中心排隊等候檢測。 記者 馮瀚文攝

專家指逸葵樓
有多個傳播源

特首籲盡量減少外出
林鄭月娥作出四項呼籲，首先，不受禁足規定影
響的葵涌居民應留在家中，盡量減少外出，注
重個人衛生，若暴露高風險工作的不受限制居
民，包括在安老院等地點工作，應避免上班，
希望僱主配合。其次，大眾應減少聚
會，特別是小朋友及長者，因為這群
組的打針比率較低。第三，未接
種疫苗人士應盡快打針，合資格
市民盡快預約打第 3 針加強劑。
第四，有行蹤風險的市民應盡快
接受檢測。
她指出，香港疫情非常嚴峻，

政府人員在葵涌作環境監測。 記者 馮瀚文攝

▶救護人員將不適居民送
院。
記者 馮瀚文攝
政府安排葵涌密切接觸者入檢疫中心。記者 馮瀚文攝

本港新增 26 宗確診僅 1 例輸入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本港疫情急促惡化，
昨日新增 26 宗確診，包括 25 宗本地、1 宗輸入，同時錄得
逾百宗初步確診個案，當中大部分為逸葵樓居民。衛生防
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疫情擴散至全港已較難
控制，因為 Omicron 患者很多都無病徵，令人以為是流感
而輕視，到確診時已傳染他人。她強調目前市面並不多流
感個案，一旦出現徵狀，很可能是感染新冠病毒，呼籲市
民提高警覺。

源頭不明個案有 3 宗
張竹君昨日表示，本港昨日新增 26 宗個案，其中 25 宗為
本地個案，其中 10 宗個案與逸葵樓相關，包括 8 名住戶或
訪客、居於同映葵樓的一名逸葵樓清潔工，以及該清潔
工在映葵樓同層鄰居的一名兒童。當局在逸葵樓採集的環
境樣本中，8 樓走廊的升降機按鈕和 7 樓垃圾房門內手柄對
病毒檢測呈陽性反應，反映逸葵樓環境或受病毒污染。
源頭不明個案有 3 宗，包括前日呈初步陽性、居於深水
南昌街的地盤工人，其病毒基因排序與早前確診的巴基

斯坦抵港女子一致。此外，一名住在大窩口富強樓、已
接種三劑科興疫苗的 81 歲女子懷疑帶有 Omicron 變異病毒
株，Ct 值為 17。餘下一名患者則懷疑帶有 Delta 病毒株，
他住在藍田藍碧樓，在長沙灣政府合署 10 樓工作。

初確逾百宗多涉逸葵樓
張竹君說，昨日錄得初步確診個案逾 100 宗，患者大部
分為逸葵樓居民，包括一名在葵涌商場松悅園耆和護養
院工作的 49 歲男子。他負責照顧院內約 50 名長者，有關長
者須往檢疫。另外，他又在德昌護老中心擔任兼職派藥
員，全院須接受強檢。
此外，一名居於西營盤高街的 61 歲初步陽性女患者曾到
德輔道西明星海鮮燒鵝專門店用膳。防護中心發現，與
Little Boss 寵物店群組有關的患者同時於該處用餐。
瑪嘉烈醫院發現兩宗初步陽性個案，醫院管理局總行政
經理李立業表示，兩名患者任職病人服務助理，一人居於
映葵樓，另一人為其密切接觸者。此個案另有 7 人被列為
密切接觸者，均須接受檢疫。

教育局昨晚 11 時宣布，全港學校（包
括中學、小學、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
中心）由下星期一（24 日）起，應暫時
安排居於葵涌的教職員不用回校工
作，而位於葵涌受限制與檢測宣告影
響區域及鄰近的學校亦應考慮安排所有
教職員在家工作，並停止原定在校內進
行的活動，直至學校農曆新年假期。

旺角一寵物店環境樣本呈陽性
另外，衛生防護中心亦正繼續跟進 Little Boss 寵物店群組
相關的個案。截至昨日晚上，中心在有關寵物店及貨倉採
集共 738 個環境樣本，其中 34 個呈陽性。最新化驗結果顯
示，新增一間寵物店（旺角通菜街 160 號地下 I Love Rabbit）及一間貨倉（銅鑼灣利園山道 27B 號 I Love Rabbit）
採集的環境樣本呈陽性。為審慎起見，上述新增的地點會
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任何在 1 月 7 日至 18 日期間曾身處
上述地點的人士，須在指定日期接受強制檢測。該兩地點
的員工會被安排到檢疫中心進行強制檢疫。
另外，由於埃塞俄比亞航空營運於 1 月 19 日由埃塞俄比
亞亞的斯亞貝巴和泰國曼谷飛抵香港的航班（ET608）有 1
名乘客經抵港檢測呈陽性，以及有 2 名乘客未能符合《預
防及控制疾病（規管跨境交通工具及到港者）規例》（第
599H 章）指明的條件，衛生署決定禁止埃塞俄比亞航空營
運的客機在本月 22 日至 2 月 4 日期間從亞的斯亞貝巴和曼
谷陸香港。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
政府先後宣布葵涌逸葵樓、映葵樓
圍封五天，單涉該兩幢樓宇的個案已
急增至逾百宗。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
子超估計，逸葵樓有多個傳播源，憂
慮疫情將快速擴散至全港。
梁子超表示，按照目前擴散速度及
人數，不是只由一名超級傳播者引
起，相信受感染的接觸者已再持續將
病毒傳播出去，逸葵樓內已有多個傳
播源，出現繼發式傳播，以 「一代傳
一代」方式急速爆發。他認為當局的
圍封行動有所延遲，擔心個案曾走出
社區，導致第五波疫情有機會高度擴
散至全港。他認為政府應呼籲全港市
民留家，並進一步加強檢測能力。

年初四放寬社交距離機會微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
座教授許樹昌則表示，現時香港出現
Delta 與 Omicron 變 異 病 毒 株 兩 條 戰
線，葵涌內大爆發，需要時間檢視
有否擴散至其他社區，相信年初四後
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的機會是微乎其
微。他又提到，今次涉及寵物店 Little
Boss 群組的 Delta AY.127 變種病毒與
捷克有關，上月 22 日和本月 7 日兩個
批次的倉鼠受污染，銷售店的倉鼠籠
同樣檢測出病毒呈陽性，加上女售貨
員處理過本月 7 日的倉鼠幾日後發病，
時間合，而基因排序亦支持倉鼠傳
人的可能。
他指出，之前海外供應倉鼠的國家
無發現有倉鼠感染新冠病毒，因此政
府以往無要求為入口倉鼠檢測，但今
次事件反映倉鼠同樣會受感染，相信
漁護署將來會對入口倉鼠增加檢驗新
冠病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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