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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局部封關 陸權貴有後門

特首林鄭月娥記者會公布，

已獲中央同意暫停簽發自由行，

並暫停來往中港的高鐵和直通車

及關閉部分口岸，星期四（1月

30日）凌晨起暫停高鐵香港段及

城際直通車所有班次，以及關閉

高鐵西九龍站、紅磡口岸、沙頭

角、文錦渡口岸以及中港碼頭、

屯門碼頭口岸；其他海陸空交通方

面，跨境渡輪全部暫停，港珠澳大

橋金巴和沙頭角跨境巴士會縮減班

次，來往內地的航班亦會減一半，

其中 4間本港航空公司每周往返

中港的航班將由 480班削減至

240班機。但仍堅拒全面「封關」。

根據保安局數字，自由行來港

旅客約占入境簽注的一半，暫停發

放自由行預計大陸來港人次減少約

50%。但立法會議員質疑，早前逃

出武漢的 500萬人多赴深圳，停

高鐵等措施對阻截他們來港作用不

大。也有議員質疑林鄭為大陸權貴

來港留下特殊「通道」。

關閉6口岸，被指假封關
目前全港共有 14個出入境關

口，將關閉其中 6個口岸。據《蘋

果日報》引用入境處數字，從年

三十晚至年初三（1月 24至 27日）

期間，入境香港的大陸旅客共有

13.2萬人，當中只有 1.4萬人是從

6個即將關閉的關口入境，占總人

數僅 11%，封關效果輕微。至於流

量最大的羅湖、深圳灣、落馬洲支

綫口岸，以及國際機場、港珠澳大

橋的關口仍維持開放，留下巨大的

防疫漏洞。

至於為何要多等一天？至 1

月 30日才停運高鐵？政府解釋是

預留時間讓身在大陸的港人部署返

港。另外，醫管局宣布 1月 29日

起向符合有關病毒呈報條件的非符

合資格人士（非香港人）收取費

用，以免鼓勵染病的非香港人赴港

治病，增加公立醫院壓力。政府亦

宣布除提供緊急和必須的公共服務

人員外，公務員在中國新年假期後

無需到寫字樓辦公，可留在家中工

作，又呼籲私人機構做類似安排。

500萬人逃出武漢
據港大醫學院推算，4至 6月

將是疫情高峯期，屆時全國每日

至少新增逾 20萬宗個案，深圳每

日或有過萬宗確診。多位跨黨派

立法會議員質疑林鄭月娥是「假封

關」。屬建制派的實政圓桌新界

西議員田北辰接受無綫新聞採訪時

指，500萬人離開武漢後，其中有

很多人到了毗鄰香港的深圳，質疑

關閉高鐵對阻截他們來港作用不

大，「如果病毒是人傳人，深圳才

是我們最關注的地方。主要深圳的

人都不是乘坐高鐵來，所以根本不

是一個很大的分別。所以我是真的

擔心，如果疫情真的進一步擴散，

我們怎樣捱？」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亦質

疑暫停自由行作用有限，大陸遊客

仍可選擇其他口岸，或用餘下簽證

和其林林總總的簽注來港，「這些

簽注來香港審批也很寬鬆。」

本身是醫生的公民黨立法會議

員郭家麒在其直播中指出，近日

香港的確診個案可見，一些原居

武漢，不會廣東話的人士早已變

成「新香港人」。同時，有很多人

是持商務簽證來港的，包括有錢

人、國企、民企的負責人或大陸高

幹。由於商務簽證是由大陸單位簽

發，權貴人士可用各種疏通渠道輕

易取得，「愛來就來」。他質疑林

鄭「局部封關」可能堵截了平民來

港，但卻為國內有權有勢有錢的人

士留下來港的通道。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導】

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武漢肺

炎）疫情持續擴大。香港武漢肺

炎確診個案已累積至8宗，至1月
28日中午再新增78宗懷疑個案，
總數累積至529宗。面對香港社會
要求禁止大陸遊客入境的強烈呼

聲，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與一

眾官員1月28日下午戴口罩開記者
會，公布多項應對疫情的措施。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

導】1月 29日，大陸官方武漢肺

炎確診數字已突破六千宗，超過當

年 SARS確診人數，真實感染數

字恐更高。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

座教授袁國勇宣布已成功研製新型

冠狀病毒疫苗，有望 1年內臨床

實驗。袁國勇又指新病毒傳播比

SARS更快，當前正值中國新年

後的返港潮，擔憂阻止病毒進入香

港的黃金期已過。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

目前並無任何特效藥。香港大學醫

學院日前推算疫情到 4至 6月才是

高峰，屆時全國每日至少新增 20

萬宗個案。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

授袁國勇 1月 28日指，該學系已

研發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將進行動

物測試，有望一年內臨床實驗。

袁國勇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

該學系兩日前獲得香港首名新型冠

狀病毒病人的病毒，當日開始做基

因排序，並成功研製減活疫苗。該

種疫苗屬噴鼻式，3年前已開始研

製，原理是將流感病毒的可致病基

因 NS1拿走，並已獲美國專利。

現嘗試加入武漢肺炎病毒元素，如

成功將對流感和武漢肺炎有保護作

用。袁國勇指，製作疫苗時會非常

小心，盡量減少潛在的免疫病理學

副作用。

大陸滅活疫苗或有副作用

大陸官媒 1月 28日，引述中

國工程院院士李蘭娟稱，距離製備

新型肺炎疫苗已經很近，需要等一

個月才能拿到疫苗株，檢查檢測則

需要等半個月，另外至少審批一個

半月。

袁國勇表示，相信大陸製造的

疫苗很可能是「滅活疫苗」，即透

過繁殖大量病毒，然後用化學方法

或輻射殺死病毒，再注射入動物體

內，看能否產生免疫反應；之後再

將活新型冠狀病毒入動物體內，以

判斷疫苗是否有效。若疫苗在不同

品種動物身上均有效且安全，就會

進入人類臨床試驗。不過即使實驗

能加快，最快也需時一年。

大陸正在研製的疫苗還存在一

個問題，就是滅活疫苗可能令人產

生更嚴重的疾病。過往已經有很多

醫學報告顯示，當接受滅活疫苗的

人受到冠狀病毒感染時，病情有可

能更加嚴重。而香港大學研製減活

疫苗的方法，則可以儘量避免這類

問題。

應對新型冠病毒  香港大學宣布成功研制疫苗

14天，況且商務簽證並不好申

請，必須要先準備相關文件，並事

先申請審查才可以。

現在為了防堵可怕的武漢肺

炎，陸委會、經濟部與衛福部可以

說是全部都動了起來，不僅強化管

制措施，隨時依狀況來做調整，預

防有人想鑽防疫漏洞來臺灣。

500多萬人離開武漢    
大數據追蹤他們去了哪裡

根據《自由時報》報導，武漢

肺炎疫情擴散，中國武漢市長周先

旺 1月 26日表示，已有 500多萬

人離開武漢，而留在城內的達 900

萬人。外界好奇，離開武漢的 500

多萬人究竟會去哪裡？

武漢肺炎疫情最早是出現於

2019年 12月 8日，而武漢通報

的第一起病例則是 12月 31日。

不過，依照發布的最新規定，

目前全面禁止大陸湖北省人士（包

含陸生）來臺，而其他省市就算

搭機來臺，也得要配合自主管理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

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

月 28日晚間，緊急召開記者會

對外宣布，已經確診第 8例武漢

肺炎病例，同時也是國內第 1起

本土病例，患者是一名家住中部

的 50歲男性，同時也是第 5例

境外移入病例個案的同住家人。

家庭內感染               
並非社區群聚感染

指揮中心指揮官、衛生福

利部部長陳時中表示，國內第

1起的本土病例，屬於「家庭內

感染」，而不是「社區群聚感

染」。 1月 29日開始要對需要

居家隔離者進行「電子監控」，

同時會發放給需要居家隔離者

一支手機，定期運用手機訪視；

手機也會被定位，該名患者還

得要每天回報，並與警政機關

合作，若是出現異常活動情

形，就會有人員前往瞭解。

陳時中視察桃機防疫

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 1

月 28日下午前往桃園機場第 2

航廈後，就直接前往 C4空橋門

口，瞭解保一總隊員警支援疾

管署檢疫官，身處空橋門口收

取旅客入境健康聲明表的情況；

並在班機尚未抵達前，預先瞭

解檢疫作業人員的配置情況及

防疫海報張貼等。

陳時中表示，此行主要是

要瞭解第一線防疫工作是否落

實，並且慰勉、鼓勵辛苦的防

疫同仁；他強調，防疫不能當兒

戲，第一線的防疫同仁必須嚴

格執行檢疫規定，嚴密把關，

避免出現任何漏洞，若有旅客

不配合，一律依法處理。

中國網媒第一財經日前利用百度地

圖的大數據進行分析，從 2019年

12 月 30 日到 2020 年 1 月 22 日

期間，自通報起算，從武漢起飛的

航班中，有 20558個機位是飛到

泰國曼谷兩個機場、有 10680個

機位是飛往新加坡、有 9080個機

位飛往東京成田機場；此外，飛往

港、澳、薹的航班，從武漢飛往

香港機場有 7078人，飛往澳門有

6145人，飛往台灣桃園有 3696

人、飛往高雄有 2698人、飛往松

山有 1121人，總計 7515人。

根據大數據顯示，抵達人數最

多的是泰國曼谷，其次是新加坡與

東京，隨後是香港、澳門和臺灣。

值得注意的是，武漢人在前往香港

時，不只是乘坐飛機，還可以自高

鐵與陸路入境，搭機只是其中一個

路徑而已。

大數據顯示  7515武漢人抵臺 臺電子監控 首起本土病例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據三立新聞報導，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為了防止武漢肺炎疫情

再次衝擊臺灣，移民署已於26日
正式宣布，除了商務交流的簽證

以外，一律拒絕湖北省的大陸遊

客入境，隨後卻有大陸網友在網

路PO文，說現在來臺健檢醫美或
專業交流的入臺證都受到限制，

而他預備利用「商務交流」的名

義來臺，還說要拿「商務簽證」

以「逃到臺灣」。導致機場一早

就開始對所有來自大陸的遊客，

實施體溫檢測。

醫學界堅持促全面封關 

香港醫學界則繼續促政府實施

全面封關，堵塞防疫漏洞。香港大

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 1

月 28日指，大陸官方公布的確診

個案數日內激增至逾 4500宗，反

映疫情擴散快，且從湖北省向南蔓

延至廣東省。港府應當機立斷全面

「封關」，最理想是對全部內地人

限制入境，回港的本地居民則應自

我隔離14日，其間全天候戴口罩。

他指現時封關仍然不遲，但港

府的行動不夠快。他提到 2003年

SARS時，一個病人在酒店住一晚

便把病毒傳給 16人，並引致威爾斯

醫院和淘大花園爆發疫情，大批醫

護人員染病，他不希望歷史重演。

中文大學前校長、威爾斯醫院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部門前主管沈

祖堯接受港臺節目訪問時也強調，

一定要堵截新型冠狀病毒病人用

不同方法進入香港，「源頭堵截」

最重要。沈祖堯提及 2003年對抗

SARS的經驗，他指目前醫院病

床擠迫情況比當年惡劣，病人來港

數量也更多，武漢肺炎一旦在社區

爆發，相信比當年更難處理。

另外，超過 40個工會 1月 28

日下午舉行聯合記者會，再要求當

局立即封關，其中醫管局員工陣線

表明，將於星期六（2月 1日）舉

行會員大會，投票表決是否 2月 3

日起發動工業行動，包括停止非緊

急服務，以至罷工四日。林鄭月娥

公布「局部」封關後，醫管局員工

陣線指大致同意政府宣布的各項額

外防疫措施，但重申堅持「全面封

關」，並如期舉行會員大會，商討

日後行動。

特首林鄭月娥1月28日開記者會，堅拒全面「封關」。 （Jacky／看中國）

阻截病毒入港黃金期已過

袁國勇在星期三（1月 29日）

早上接受電臺節目訪問時，談到

當前香港的抗疫情況。對於香港

政府前一天推出的多項措施，包

括：關閉部分口岸、減少中港海

陸空交通等，袁國勇認為效用十

分有限。因為在中國新年以前，

已經有數以萬計大陸人來到香

港，1月 28日，也就是新年假期

的最後一天，又會有 20至 30萬

香港人從內地返回香港，阻止病

毒進入香港的「黃金時間」早已過

去。他認為，中國新年前早就應

該封關，如今要對返港的 30萬人

進行醫學監察根本不可能，因此

目前應將相關資源集中在湖北武

漢返港居民。

阻截病未來14天很關鍵
袁國勇又強調，新型冠狀病毒

的傳播速度比 SARS快，未有病

癥時已經可傳播。他認為未來 14

日非常重要，若出現未到過中國或

未與武漢人接觸的港人確診，或找

不到感染源頭，病毒很可能已在香

港「落地生根」，情況非常嚴峻。 

「如 14日後仍能守得住，不再有確

診個案，代表成功阻截病毒在社區

傳播，否則代表傳染鏈已經開始。」

他又說，港府在武漢肺炎出現

之初，政策上走前疫症三步，但一

開始有大陸來港人士確診，決策便

跟不上。對於有醫護醞釀罷工，袁

國勇強調醫護人員不是「怕死」，

而是現時內科病房已經飽和，若疫

情繼續蔓延，醫療系統將無法承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