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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H7N9禽流感疫情擴大，高永文昨
日上午再與衛生署、醫院管理局、食物環境
衛生署及漁農自然護理署代表舉行緊急會議
，並於下午聯同各部門代表向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及各政策局局長，匯報香港對H7N9
的防範工作。林鄭月娥在會上要求各政策局
及部門全面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並重申政
府會提供資源及人手全力支持抗疫。

女童證實無染H7N9
本港1名7歲女孩近日與家人到上海、江

蘇及湖南，返港後昨日出現發燒及喉嚨痛等
病徵，立即送伊利沙伯醫院隔離病房接受治
療，經快速測試後，證實對H7病毒呈陰性反
應，虛驚一場。

高永文會見傳媒時公布額外防範措施。
他稱本港現仍處於《流感大流行應變計劃》
中的戒備級別，但為防H7N9隨時殺到，今
日開始會有額外防控措施，加強病毒防範及
監控能力。過去三年，本港一直有就野鳥屍
體、本地雞場、家禽批發及零售市場，進行
H7禽流感病毒測試。

華東無供應港活家禽
高永文承認，測試H7病毒方法較傳統，

不適用於大規模快速抽查，目前方法只適用
於監察。雖現時華東地區未有向港供應活禽
及家禽副產品，但為確保供港活家禽沒有受
到病毒感染，當局日內會與內地專家小組召
開會議，商討包括進行H7禽流感測試的檢驗
技術及標準，期望下周開始在文錦渡口岸抽
查活雞，進行H7禽流感測試，並於24小時內
有化驗結果。一旦發現家禽感染H7禽流感病
毒，會即時停止輸入內地家禽，及全面撲殺
家禽。

在人流控制方面，除全身紅外線體溫檢
測方法外，衛生署今天開始會加派
40名醫療輔助隊、民安隊及健康監
察助理員，在各口岸用手提體溫檢
測機，抽查入境人士體溫，其後檢
測人員會增至80名。若疫情惡化，
在各口岸恢復入境人士申報健康狀
況。

對於未來6天將有700
名港人到華東旅遊，當局
會否對華東地區發出旅遊
警示。高永文表示，世界
衛生組織現仍未對這些地
方發出旅遊警示，港
府亦不會硬性限制港
人到當地旅遊，而是

透過旅遊專員向旅行社提供衛生防護資訊，
確保團員到當地後，避免進食野味及接觸家
禽，若回港後發現不適，需立即通報。

防護裝備充足夠用3月
對於內地專家證實特敏福對治療H7N9

早期病人有療效，高永文表示，暫未見特敏
福對H7N9禽流感有抗藥性。衛生防護中心
總監梁挺雄表示，本港現時有超過1800萬劑
特敏福可供使用。而在防護裝備方面，醫管
局現時儲備近3800萬個外科手術用口罩，及
約140萬個N95口罩，足以供醫護人員在疫症
高峰時使用三個
月。

衛生署加派醫療衛生署加派醫療
輔助隊輔助隊、、民安隊及健民安隊及健
康監察助理員康監察助理員4040名人名人
手手，，在各口岸用手提在各口岸用手提
儀器抽查入境人士體儀器抽查入境人士體
溫溫，，其後會增至其後會增至8080人人

本港與內地專本港與內地專
家開會家開會，，商討商討HH77
病毒測試及檢驗技病毒測試及檢驗技
術標準術標準，，下周開始下周開始
在文錦渡口岸抽查在文錦渡口岸抽查
活雞測試活雞測試HH77病毒病毒

徹底清洗家禽徹底清洗家禽
批發市場批發市場、、街市街市、、
發現野鳥屍體地方發現野鳥屍體地方
，，提醒家禽業從業提醒家禽業從業
員注意個人衛生員注意個人衛生

在來港航班進在來港航班進
行廣播行廣播，，提醒旅客提醒旅客
，，特別是由華東返特別是由華東返
港人士港人士，，若發燒及若發燒及
不適不適，，要通知機組要通知機組
人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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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嚴守口岸 加碼推四招

家禽若染疫
全面撲殺

疫情衝擊雞檔生意減5成

因應H7N9疫情在華東地區蔓延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宣
布加強監控措施，今起額外實行4招
抗疫，包括增派人手用手提體溫檢
測機抽查入境人士體溫，並於下周
開始在文錦渡口岸抽查活雞，測試
H7病毒等。若家禽發現感染，將全
面撲殺，並停止從內地進口家禽。
高永文強調，本港一旦發現H7N9確
診個案，便立即將現時的 「戒備」
級別提升至 「嚴重」 級別。

本報記者 林丹媛

【本報訊】記者余育奇、李兆德報道：H7N9禽流感
在華東地區擴散，有旅行社表示，華東團有旅客要求轉團
。旅遊業議會稱，未來6日內有40個華東旅行團如期出發
，涉及約700名旅客。議會提醒旅客若自行取消行程，可
能會損失部分團費，呼籲旅行社加強防疫意識，確保行程
不會到農場或街市。

華東H7N9禽流感疫情如火如荼，確診人數已上升至
14人，縱橫遊業務顧問袁振寧稱，至今有兩組已報華東團
的旅客要求轉團至韓國和台灣，他擔心，隨後陸續會有更
多客人提出退團或轉去其他地方。他說，現時到華東地區
的旅行團團餐將由吃雞、鴨，改為吃魚和豬。為預防禽流
感，所有旅遊巴士上均預備口罩和消毒濕紙巾，讓有需要
的旅客使用。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表示，旅議會已把衛生防護
中心公布的最新疫情資料放置網上，要求旅行社要確保行
程不涉及街市及農場，並建議旅行社要求食肆把食用雞肉
及豬肉煮熟。

【本報訊】記者余育奇報道：新界社團聯會
（新社聯）理事長陳勇議員、沙田區議員李世榮
等20多名代表，昨日下午到政府總部請願，促請
政府要提高防疫戒備及加強公眾宣傳。他們還促
請政府加強與內地省市聯繫，在五一黃金周來臨
前，提高防疫戒備，加強對入境旅客的健康監察
，減低疫症傳入本港的機會。

昨日十多名新界社團聯會成員就H7N9疫情
到政府總部外請願，表示有市民反映政府

今次防範疫情的反應慢，聯會成員要求政
府加強與內地出現疫情的省市聯繫，以
取得疫情第一手資料，做好防疫戒備。

聯會成員又指五一黃金周臨近，將
有大量內地人士來港，病毒傳入
機會更高，促請政府加強對入境

旅客的監察，做好量度體溫等
入境防控措施。另外，亦建
議政府追蹤供港家禽和肉類
及源頭，加強檢疫，減低病

毒傳入的機會。新社聯
理事長陳勇議員表示，
全球對H7N9病毒所知
甚少，對其來源及傳染
途徑暫無法掌握，增加
了防疫難度。

40華東團如期出發

團體請願促政府
加強黃金周戒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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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余育奇報道：醫管局感染及
應急事務總行政經理劉少懷昨晚與專家小組結束
上海交流行程，晚上回港時表示，現時H7N9的
主要病徵是嚴重肺炎，專家小組亦從內地帶回一
些肺部X光片，再交給胸肺科專家作進一步研究
。他又說，當爆發新病毒時，醫護人員必須進行
資料交換，才可找到適當療法。對於病床是否足
夠應付所需，他說，公立醫院現時有1400張隔離
病床，其中一部分現作其他用途，一旦有需要，
可於72小時內恢復作隔離病床。

劉少懷表示，有關在上海交流的第一手資料
，在經整理後，下周會在醫管局專家委員會上匯
報，幫助更新及製作流感病毒感染控制指引。專
家組成員之一袁國勇昨日完成上海行程後，轉往
浙江與當地專家開會。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晚取得國家衛生和計
劃生育委員會確認，江蘇省確診兩宗人類感染甲
型流感H7N9的個案，包括1名61歲女子和1名79
歲男子。兩宗個案之間暫未發現有流行病學關連
。兩名病人合共65名密切接觸者均沒有出現相關
感染病徵。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食物及衛生局食物及衛生局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上海有鴿子樣
本驗出H7N9病毒，本港唯一的鴿舍昨日關門，
街坊表示，未知是否與有鴿子感染病毒的消息有
關。有街市雞檔做足清潔措施，不擔心禽流感再
來，無奈生意大減5成。

港唯一賽鴿舖昨突關門
本港唯一售賣賽鴿的鴿舍、位於觀塘協和街

街市後排檔的 「國際鳥行」昨日重門深鎖，記者
聯絡店主梁錦洪未果。在鴿舍斜對面做汽車維修
的陳先生表示，鴿舍有數十呎，放滿一排排、密
麻麻的鐵籠，籠內大約有百多隻賽鴿，雖說是賽
鴿，但鴿子都不會放出鐵籠，偶爾有麻雀飛過，
但亦未見在鐵籠停留，所以並不擔心那些鴿子會
傳染病毒。雖面臨重建拆遷在即，但鴿舍檔一直

都有營業，昨日卻未見有人開門，未知是因天雨
關係，還是上海有鴿子感染H7N9病毒的關係。

另一方面，瑞和街市政大樓街市售賣家禽的
攤檔卻大嘆，市民擔心禽流感再來，生意大減5成
。方記雞鴨的員工指，店內出售的雞隻來自本地
農場及廣東省，往日一天可賣出100至200隻，但
內地傳出有人感染禽流感病毒後，這個星期買雞
的人越來越少，這兩天只賣出大約80隻雞，生意
跌了5成。

她又說，不擔心感染禽流感，因為雞時都
做足防禦措施，有穿圍裙、戴手套等。

街市外判清潔公司的清潔工人黃先生指，攤
檔在每天4點前會處理完所有活雞，他們就開始清
潔，暫時未有新的清潔指示，但公司叫他們 「落
足料」，消毒水都用多了。

港專家：病徵是嚴重肺炎

◀衛生署今
起加派人員
在各口岸用
手提體溫檢
測機，抽查
入境人士體
溫

▲高永文向林鄭月娥及多個政策
局和部門代表，匯報內地疫情，
以及本港加強監控措施 中通社

▲觀塘瑞和街街市雞販指禽流感令生意大
減5成 本報記者曾敏捷攝

▲▲新社聯昨請願促請政府要提高防疫戒備新社聯昨請願促請政府要提高防疫戒備
及加強公眾宣傳及加強公眾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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