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愈演愈烈，昨日再

增121宗確診個案，是連續十天確診個案

破百，約半數個案的源頭不明，社區的隱形

患者眾多，及早檢測、及早隔離治療，至為

關鍵。國務院港澳辦昨日發表聲明表示，中央

政府已應特區政府的請求，決定派遣內地

檢測人員赴港協助開展大規模核酸檢測

篩查，以及幫助特區加快建設臨時隔離

及治療中心。香港文匯報獲得的獨家消息指，中央政府將出

錢出力協助特區政府為全港750萬市民免費進行病毒檢

測，並在亞博館第二號場館興建更大規模的「方艙

醫院」，協助香港戰勝病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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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於亞博館內設於亞博館內、、俗稱俗稱「「方艙醫院方艙醫院」」的社區治療設的社區治療設
施施，，今天起正式啟用今天起正式啟用。。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亞博館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亞博館

外外，，直擊工程人員密鑼緊鼓作最後準備直擊工程人員密鑼緊鼓作最後準備。。天水圍醫院急症天水圍醫院急症
科顧問醫生李立業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科顧問醫生李立業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該個社區治療設施該個社區治療設施

可以接收可以接收1818歲至歲至6060歲的新冠肺炎確診者歲的新冠肺炎確診者，，初期預計每天會接收初期預計每天會接收
2020名至名至3030名病人名病人，，其後每天可接收大約其後每天可接收大約5050名病人名病人。。
李立業說李立業說，，亞博館方艙醫院有亞博館方艙醫院有500500張病床張病床，，院內有藥房院內有藥房、、照照XX光光

及抽血儀器等及抽血儀器等。。院內有兩個公共空間院內有兩個公共空間，，或設有梳化或設有梳化、、電視電視，，病人可以病人可以
自由走動自由走動，，啟用初期只設啟用初期只設3131個廁所及個廁所及55個流動浴室個流動浴室，，病人或需分時段病人或需分時段
輪流洗澡輪流洗澡。。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文森

方 艙 啟 用

據新華社報道，上海市新冠
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復
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
任張文宏帶領的華山感染團

隊，發現新冠病毒的基本傳染數（R0）比
「沙士」更高，傳播速度迫近大流感下的速
度，如果防控速度跟不上病毒的傳播速度，就
會造成醫療資源的緊張。團隊並運用數學模型
進行追蹤，分析香港最近一波疫情，認為香港
應借鑒內地經驗，早檢測、早發現，有效控制
疫情。
張文宏說：「防控速度如何跟上並跑贏病毒

傳播速度？需要擴大檢測、隔離感染者、嚴守
社交距離。」他指出，發現病人是第一步，如
果病人都未被發現，後續的工作就非常難開
展，所以檢測作為防疫首步工作，需要投入大
量的力量去做。

盡力擴大檢測 隔離切斷傳播
張文宏並引用北京早前於不足一個月內強力

控制住疫情反彈，為香港及其他地區抗疫工作
提供非常好的經驗。他強調，原則上各國和各
地區都認可的一點，就是「把檢測放在第一
位」，在最短的時間內把檢測的能力提升到最
大，盡一切可能最快最精準地發現並找到病
人，後續的防疫措施就能馬上跟進。「擴大檢
測，盡量對感染者進行居家隔離、方艙隔離，
或者是住院隔離，嚴守我們的社交距離，就能
有效切斷病毒的傳播。」
他還表示，在疫情波動過程中，確保當地醫

療資源的充足也非常重要，要避免出現「應接
不暇」的現象，對此值得密切關注。香港專家
的防控水平在國際上領先，滬港兩地醫療機構
有着良好的相互借鑒學習傳統，上海同行密切
關注香港疫情防控，希望疫情能夠盡快得到控
制。 ■香港文匯報

新冠肺炎第三波疫情自爆發至今仍未見緩和跡象。香
港特區政府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

在最新疫情簡布會上公布，昨日再增121宗確診個案，其中
118宗屬本地感染個案。在本地感染個案中，62宗與早前的個
案有關連：48宗是與確診家人或親友相聚後受感染，更有多個工
作場所出現確診病例。
面對第三波疫情，香港醫療系統面臨崩潰的危機，特區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在宣布押後今年立法會選舉的記者會上，被問及有否向中央政府提出
援助請求時表示，她早前已向中央政府提交請求，中央已公開表示願意提供支援，
包括兩方面，一是檢測，二是醫療設施，希望不久後能交代具體支援什麼。

特首：長遠冀中央提供疫苗
長遠而言，她希望中央日後可提供疫苗，因為內地研發疫苗已有正面發展，雖然
現時不能說什麼時候才有，但她希望日後內地研發完成後，也可同時幫助香港700
多萬人口。
國務院港澳辦晚上發表聲明表示，中央政府已應特區政府的請求，決定派遣內地
檢測人員赴港協助開展大規模核酸檢測篩查，以及幫助特區加快建設臨時隔離及治
療中心。
聲明強調，偉大祖國是香港戰勝疫情和一切風險的堅強後盾。希望香港社會各界
在特區政府的帶領下，聚焦抗疫大局，共擔抗疫責任，團結一心，同舟共濟，早日
打贏疫情阻擊戰，為盡快恢復經濟、改善民生創造良好條件。
權威消息人士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中央政府應特區政府請求，將會傾力相助香港
抗疫。由於抗疫戰中檢測至為關鍵，中央政府不惜出錢出力出人，派遣國家衞生健
康委員會和廣東省的檢測團隊來港，為全港市民免費進行新冠肺炎核酸檢測，相關
的費用全數由中央政府出資。在香港疫情徹底受控、徹底切斷傳播鏈前，有關的團
隊會一直留港提供支援。

全國每日可檢測378萬人份
全國目前的檢測能力驚人，今年6月，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醫政醫管局監察
專員郭燕紅曾透露，全國目前有4,804家合資格的檢測機構，全國核酸檢測能力從
3月初的每天126萬人份，提高到378萬人份。按這個檢測能力推算，相信全港750
萬人口，於數天內完成檢測不成問題。同時，中央會派出專家團隊協助香港在亞博
館第二號場館興建另一個「方艙醫院」，消息人士指，該新的「方艙醫院」會較今
日啟用的一號場館更大規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香港疫情
緊急，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有關方面獲悉，
為協助香港盡快控制疫情，深圳將派出醫
療隊赴港，相關醫療隊將由廣東省統一組
織，最快可下周成行。
目前，香港急需擴大核酸檢測能力，在
檢測技術人員人手和試劑耗材方面，將考

慮由內地提供。是次支援預計會優先派出
核酸檢測相關技術人員，為更多高危群組
或全民檢測。
此前，總部位於深圳的華大基因已協

助香港進行核酸檢測工作，採用的相關
儀器包括高靈敏度核酸檢測試劑盒、高
通量自動化核酸提取系統、高通量病毒

測序試劑盒、核酸現場快速檢測系統
等，可實現全流程高度自動化，192個樣
本 4小時至 6小時以內就可以出核酸報
告。
在內地醫療人員資質方面，港大深圳

醫院院長盧寵茂此前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時表示，深港兩地醫療人員資格認定標
準不同，但若是純粹做核酸檢測的實驗
室技術人員，毋須直接面對病人，在資
質和認定標準上相對更比較容易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執照醫生
醫學會為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向本港醫療服務
提供援助，推出一項計劃，在會員中徵求非
本地醫學院畢業生，為兩間在本港註冊的醫
療健康慈善機構擔任志願者，以提供援助。
執照醫生醫學會指出，疫情肆虐下，今年
香港醫學執業資格試已兩次被取消，不少非
本地培訓醫生未能服務本港病人，執照醫生
醫學會推出這項醫療大使計劃，讓這些醫生
通過每周數小時的志願工作，向慈善機構提

供援助，而計劃預期持續運行至本年底。
學會與顧眷患者基金會和蘇浙滬醫療中心

聯手推出醫療大使計劃，非本地培訓醫生將
服務兩間在港註冊的醫療健康慈善機構，職
責涉及不需要由註冊醫生提供的服務。執照
醫生醫學會委員、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曹忠豪
表示，參與者不僅將從事臨床工作，還從事
診所工作以外所有事務，例如與本地社區建
立外展計劃、改善診所工作流程，以及開辦
健康講座。

學會主席、眼科專科醫生馬思特指出，對
參與的慈善機構及非本地培訓醫生來說，該
計劃都是一個雙贏方案：「成功完成計劃
後，志願者將獲得執照醫生醫學會頒發感謝
證書。重要的是，計劃參與者將快人一步了
解香港的醫療系統，並在過程中獲得寶貴經
驗。醫生對本計劃的興趣很大，我們也正在
積極尋找第三間慈善機構成為合作夥伴。」
醫療大使計劃申請人都須經過一個由執照醫
生醫學會和合作慈善機構主持的篩選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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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徵非港畢業醫生 志願助慈善機構

粵統一組織 最快下周成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新冠肺炎
疫情一觸即發，公立醫院「告急」，病床不足
已亮起紅燈，人手缺乏也迫近臨界點，陸續有
醫護界呼籲，各界放下歧見邀請內地醫療隊伍
來港支援。香港護理專科學院前院長、理工大
學護理學院教授黃金月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大部分內地護士都擁有專業知識和技
術，專業水平媲美香港的護士，香港接受內
地，甚或海外護理人員來港協助抗疫並非不可
行，但必須經過一系列「過程」，以符合香港
實際需要。
黃金月表示，現時本港公營醫療體系人手仍

未全面「告急」，僅在醫護人員流轉期間會出
現短暫的人手空缺，衞生署並聘用高年級的學
護幫忙，紓緩人手問題。
但若疫情持續升級，香港接受內地，甚或海

外護理人員來港協助抗疫並非不可行，但必須
經過一系列「過程」，例如經過一定的資格考
核，按照香港法例有限度註冊行醫，以符合香
港醫療系統的服務標準，以及遵從香港法例。

僅有文化地域差異
黃金月指出，醫管局早年與廣東省合作為六

個專科的內地護士提供專科培訓，發現大部分
內地護士都擁有標準專業知識和技術，專業水
平能與香港護士匹比，兩地護士僅有部分文化
上、地域上的差異，因此她認為讓內地護士來
港協助是可行的。
醫療人員總工會昨日也發聲明指出，本港疫

情仍未受控，公營醫療系統不勝負荷，瀕臨崩
潰邊緣，甚至出現有確診者未能即時入院，被
迫逗留在社區，容易造成更多市民受感染，呼
籲政府請求內地醫療隊伍來港協助抗疫。

內地護士專業
來港協助可行

港應借鑑內地
檢測放在首位

■昨天工程人員在亞洲博覽館作最後準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亞洲博覽館一號館設置的社區治療設施今日起
開始運作。

■■亞博館的社區治療設施提供亞博館的社區治療設施提供500500張病床張病床。。

昨日新增確診個案(宗)

與早前個案有關

不明源頭

輸入個案

總數

初步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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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群組疫情（部分）

群組

直銷公司Star Global

屯門新墟康和護老中心黃金分院

堅城（梁氏）建築有限公司

雅蘭中心稻香

新城電台

粉嶺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白普理華心護康中心

註：*包括初步確診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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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設施使用情況
設施

一線隔離病床

一線隔離病房

二線隔離病床

鯉魚門社區
隔離設施

數量

1,236張

656間

約500張

約350個

使用率

75.8%

79.6%

約300張

約200個

最
新
疫
情

��(��� ��(���

資料來源：衞生署
衞生防護中心、醫
院管理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