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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通讯社 8 月 5 日讯  香港政府新闻

网报道，政府表示，由于急需在最短时间内开展

大规模检测保障公众健康，遂动用防疫抗疫基金

向三个服务提供商采购服务，为小区内较高风险

群组进行自愿检测。政府会审视相关检测成本以

确保采购费用合理。

政府响应传媒有关为特定群组进行 2019 冠

状病毒检测安排的查询时指，第三波疫情自上月

初开始持续严峻，确诊个案急剧上升，不少本地

个案源头不明，大型小区爆发的风险对社会和市

民构成重大健康威胁。

 有见及此，政府相关部门上月中起，针对

小区不同处所或行业均出现确诊感染群组，为较

高风险群组进行一次性自愿检测。计划涵盖安老

院舍、残疾人士院舍、护养院员工、特殊学校宿

舍部员工、的士和小巴司机、食肆员工、街市租

户和员工，以及物业管理界别前线员工，共涉及

约 50 万人。

鉴于有关群组牵涉的检测量庞大，并非公营

系统化验所短时间内能够处理，政府有必要运用

私营化验服务。政府曾联络本港各大私营化验服

务提供商，获悉市场上仅有华升诊断中心、中龙

检验认证（香港）有限公司、Prenetics 能于相

对短时间内提供该等数以万计规模的病毒检测

服务。

经考虑有关私营化验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检测

服务模式能否配合相关行业的实际运作，政府决

定通过防疫抗疫基金以直接采购服务方式，向三

个服务提供商采购检测服务。由于疫情越趋严峻，

有服务提供商为配合尽早推出检测计划，决定先

中国网络通讯社 8 月 5 日讯  香港政府新闻

网报道，本港新增 85 宗 2019 冠状病毒病确诊个

案，82 宗属本地个案，其中 49 宗与其他确诊个

案有关，33宗感染源头不明；输入个案则有三宗。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今

日在简报会上表示，49 宗与早前个案相关的个

案中，33 宗涉及家居接触或朋友聚会。

部分较大型群组继续录得新个案。深水埗顺

宁道敬福护理院新增四名院友和一名护理员确

诊；直销公司 Star Global 群组增六宗个案，由

于该群组有患者曾于 7 月 31 日到旺角帝京酒店

政府会确保检测服务采购费用合理
行伙拍其他私营化验所，提前提供政府要求的检

测服务量。

截至昨日，三间为政府提供检测服务的私营

化验服务提供商已为较高风险群组人士进行逾

九万次检测，其中 31 个样本呈初步阳性。

相关检测服务包括由采集样本至化验的「一

条龙」服务。由于不同界别的检测安排有别，例

如院舍员工较适合由检测公司安排上门采集样

本，牵涉的物流成本较高，因此各界别的检测成

本也有所不同。

 现时，视乎是否需要上门采集样本和所涉

及的物流工作，每个检测收费约由 300 多元起。

由于疫情持续反复，政府将来需要采购更多私营

检测服务，目前仍与个别服务提供商商讨，现阶

段不宜公开个别服务提供商的费用细节，以免影

响进一步的商讨和采购安排。政府稍后会按照防

疫抗疫基金规定公布有关拨款使用数据。

对于医务化验所及相关专业人员的法定要求

和检测质素，政府表示，本港所有化验所，包括

为政府提供 2019 冠状病毒检测的私营化验所必

须符合本地相关法例，特别是对医务化验所及相

关专业人员的法定要求。参与是次检测计划的私

营化验所须参加并通过卫生署相关的质量保证计

划，以确保病毒检测技术水平符合标准。

检测服务提供商处理政府要求的检测服务所

使用的化验所均须符合有关要求才能开展检测。

卫生署已向协助政府为较高风险群组进行病毒检

测的化验所提供运送临床样本和具传染性物质的

安全指引，以供参考。

至于化验所从内地输入技术人员及豁免强制

参与培训，防护中心会再作跟进。

其他确诊患者包括一名违反检疫令人士，患者

7月27日由台湾抵港，接受强制检疫期间意图离港，

在机场被截获并送往检疫中心，8月 2日采集的样

本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防护中心会调查患者被送

往检疫中心前的行踪，暂列作本地个案。

张竹君说，虽然近日确诊个案稍为回落，但

疫情仍有可能反弹，呼吁市民切勿松懈。

此外，防护中心正追查一名早前确诊印佣的

接触史。该印佣 7 月 20 日离开前雇主寓所并开

始找新工作，其间曾先后入住湾仔骆克道一个宿

本报 8 月 5 日讯  香港政府新闻公报获悉，由食

物及卫生局局长担任主席的研究局 8 月 5 日从医疗卫

生研究基金再批出合共 5,900 万元的拨款，支持本地

大学进行针对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研究，这是继四月

二十七日批出 1.11 亿元予 26 个申请后的第二批拨款。

新获批核的研究涵盖广泛领域，包括透过分析废

水及基因组监测以追踪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

病毒 2 的传播、识别促进及阻碍公众遵守感染控制措

施的因素、调查病毒由动物传人的风险、分析吸烟及

曾感染流行性感冒对感染的影响、筛选传统中医药的

抗病毒化合物、研究 2019 冠状病毒病康复者的复康

管理，及评估疫情对不同群组造成的心理负担。

这些项目涉及重要的研究领域，包括有效的病毒

检测和监测及其后的跟进措施。透过监测本港机场、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

看一看……”《东方之珠》是我从小

耳熟能详的一首歌，从小就知道中国

有个地方叫香港，香港是中国的东方

之珠。长大后作为一个游客，曾多次

到香港游玩，却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来

香港工作；作为一个广东客家人，地

域、风俗习惯与香港大不一样，许是

因为从小到大的 TVB 情结，情感上

却与香港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去年7月底，我来到香港中联办工

作，从此，我的一生都正式与香港结缘。

有幸与香港这座城市结缘。生活

中，自己很自然地融入了本地日常衣

食住行。香港是一个美食之都，购物

者的天堂，生活多姿多彩。工作之余，

行山、游览景点、了解人文，用脚步

来丈量香港是一种乐趣。我喜欢静静

地隐藏在拥挤的地铁与如潮的人流

中，或是听香港师奶们的八卦，或是

看眉目间都透着精明化着精致妆容的

白领行色匆匆地穿梭在暮色中……这

一切都让自己真实地品味着这座城市

的活色生香；工作上，面对香港历史

上从未有过的恶劣政治生态环境与新

冠疫情，每天都充满新鲜与挑战。自

己远离家人独自在港工作，曾有过迷

茫与脆弱，但从未打过退堂鼓。我坚

信“修例风波”只是香江历史上一个

小插曲，依靠祖国这个坚强的大靠山，

挫折与磨难会有，但香江依然还会那

么香，香港会继续行稳致远。

有幸与香港市民结缘。在港工作

一年，与一个又一个平凡的香港朋友

认识、结缘，他们身上具有鲜明的“香

港草根”精神。自“修例风波”以来，

本报 8 月 6 日讯  香港政府新闻公报获悉，公务

员事务局发言人今日（八月六日）表示，综合招聘考

试及基本法测试暂定于十月十日及十七日或如有需要于

十月内的其他日期在香港举行，有意应征学位或专业程

度公务员职位的人士可由明日（八月七日）起报名参加。

公务员事务局会因应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疫情发

展，在有需要的情况下调整综合招聘考试及基本法测

试的安排，并在公务员事务局网页公布。发言人提醒

有意参加考试人士应留意最新公布。

政府会在试场采取预防措施，以保障考生和监考

人员的健康，包括在试场入口设置体温监察站，要求所

有考生和监考人员在试场内戴上口罩，以及扩阔考生座

位之间距离等。如有需要，考试会分多日举行，以减少

每日在试场的考生人数及保持考生之间的社交距离。

为方便在香港以外地区升学或居住的考生，是次

综合招聘考试及基本法测试亦暂定于十二月五日在其

他七个城市举行，包括北京、伦敦、三藩市、纽约、

入境航机、污水处理设施、检疫中心及屋苑的废水，

提供一个互补系统以反映病毒在小区的活跃程度，及

为日后病毒重临作出预警。病毒全基因组监测结合地

理信息系统和流行病学调查，能有助识别感染源头及

侦测小区的隐形病毒传播。此外，评估 2019 冠状病

毒病康复者、医护人员及公众的体适能、认知及心理状

况的研究，能提供更有效的复康管理、提升生活质素及

缓和心理健康问题。这些研究为期十二至二十四个月。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表示：「连同第一

批在今年四月批核的申请，医疗卫生研究基金批出合

共 1.7 亿元的拨款，资助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研究。

疫症在全球快速传播，对公营医疗系统造成前所未有

的挑战。食物及卫生局期望这些研究提供的科学实证，

有助制定抗疫措施，减少 2019 冠状病毒病的影响及

外界尤其是内地对香港的观感很差。

从平日交往过程当中真实感受到的，

绝大部分香港市民素质很高，充满善

意，平凡的他们总是给我很多的感

动。张太，全职家庭主妇，儿子智力

不全，女儿年近四十却因性格内向至

今未婚，全家靠丈夫做木匠工维持生

计。她的家庭就是一个香港普遍家庭

的缩影，甚至可以说有些不幸 , 而张

太活出了香港草根的“精、气、神”，

乐观向上富有爱心。“我叫××娟，

中意周围‘捐’”，这是张太的口头禅，

既是自我调侃，也是实话实说。她喜

欢买东西，更喜欢买来东西跟大家一

起分享，喜欢做粉果与糯米糍派街坊。

更难能可贵的是，她热心做义工。在

她朴素的观念中，分享是善，施比受

更有福。叶生，40 岁才来香港创业的

福建厦门人，作为同乡会的创会者，

身边凝聚带领一大批爱国爱港的同乡

义工团队，哪里需要帮忙，哪里就会

出现他们的身影，不计报酬，毫无怨

言……香港有太多的张太、叶生了，

正是有他们，让我们在异乡工作的人

感觉不孤单，让我们感受到香港主流

是前进的力量，让我们看到了香港的

希望所在。

都说香港像一本书，你越读它会

发现越来越读不懂，而我却要说香港这

本书，你越读它会发现自己越发爱上它。

“……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

我黄色的脸”，有幸参与香港的建设，

见证香港的历史，让香港成为我的第二

个家，今生注定与香港有缘。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 新界工

作部 孔志萍）

多伦多、温哥华及悉尼。于香港以外地区举行的综合

招聘考试及基本法测试将于本年稍后时间接受申请。

现申请在香港应考的人士将不获准再申请在香港以

外地区应考。发言人指出，在香港以外地区举行的

考试会按有关城市就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所实施的

法规和措施而进行，并可能因应疫情而延期或取消。

有关考试的最新安排会在公务员事务局网页内公布。

应征学位或专业程度公务员职位的人士，必须具

备有效的综合招聘考试成绩，除非应征者持有香港

中学文凭考试或其他订明的公开考试的同等成绩（有

关详情载于公务员事务局网页）。有意在短期内投考

学位或专业程度公务员职位的人士可考虑参加是次

考试，以便在下一次综合招聘考试前，有关职位招聘

时符合应征资格。

此外，政府会测试应征公务员职位人士的《基本

法》知识。基本法测试的成绩会用作评核应征者整体

表现的其中一个考虑因素。

食物及卫生局医疗卫生研究基金拨款资助第二批 2019 冠状病毒病研究我 的 香 港 缘

综 合 招 聘 考 试 及 基 本 法 测 试 明 日 起 接 受 申 请

增 85 宗 个 案 市 民 勿 松 懈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右）、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左）8月2日代
表特区政府欢迎内地核酸检测支持队七名先遣部队成员抵港。

（香港政府新闻网）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8月2日在网上推出一系列全新的健体运动示范影片，推广每
日运动最少30分钟的信息，鼓励市民留家抗疫期间多做运动。

（香港政府新闻网）

图 闻  支援抗疫 

图 闻  简单易学 

检疫安排方面，政府指，由于本地缺乏足够有适

当训练和经验进行 2019 冠状病毒检测的化验人

员，个别私营化验服务提供商申请自内地引入合

适技术人员提供支持。

有关私营化验所必须符合本地相关法例，包

括对医务化验所及相关专业人员的法定要求。任

何输入人员如需以医务化验相关专业身分提供服

务，均须按照适用本地法例注册或获得豁免，但

医务化验所内其他支持运作的技术人员，如非受

法例规管的医务化验专业人员，则不在此限，惟

有关医务化验所及相关专业人员必须遵守医务化

验专业守则，并确保化验所运作符合有关守则。

根据《若干到港人士强制检疫规例》，政务

司司长如信纳某人或某类别人士符合特定条件，

可豁免该人或该类别人士接受强制检疫。

为香港供应 2019 冠状病毒检测服务的公司

或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属于获豁免人士类别之一。

截至昨日，共有 215 名人士在此类别下获得豁免

检疫。他们在港期间须接受医学监察，佩戴口罩

和每日量度体温，并向卫生署呈报任何不适。

本月 2 日从内地抵港的七名内地核酸检测支

持队先遣人员，抵港时均持有 72 小时内的核酸

检测阴性结果证明。

政府表示，为进行自愿检测而收集或使用任

何个人资料，均须符合《个人资料（私隐）条例》

规定。处理相关资料的政府部门或检测机构会视

乎需要，向卫生署或其他相关部门提供数据作防

疫用途，工作流程并不涉及将任何个人资料提供

予境外机构或人士。政府已采取措施尽量减少需

要收集的个人资料及接触有关数据的流程。

舍和铜锣湾商业大厦一间雇佣公司，8 月 1 日开

始身体不适，其后确诊。

在湾仔宿舍，28 名外佣曾与该名确诊患者

同住，由于她们已分别返回各自的雇主家中，防

护中心正要求相关雇佣公司提供名单，以便联络

这些外佣和其雇主进行病毒检测。

另有四名外佣曾与患者同时入住上述铜锣湾雇

佣公司单位，该四人和雇佣公司职员均须接受检疫，

防护中心并已联络患者的前雇主以进行病毒检测。

政府设有专题网页，提供 2019 冠状病毒病

的相关信息及健康建议。

保障香港市民的健康。」

陈肇始教授衷心感谢研究局及 2019 冠状病毒病

委托研究评审小组的成员，付出宝贵的时间、提供建

议和努力，在非常紧迫的时间内协助进行这个紧急的

委托研究程序。

医疗卫生研究基金支持由个别研究员拟定的研究

项目，及由食物及卫生局委托的研究／项目，以建立

科研能力、填补科研知识不足之处、协助政策制定、

应对特定事件、评估需要和威胁，以及推广健康等工

作。就委托的研究／项目，食物及卫生局按机构相关

的研究专业邀请递交研究／项目计划书以供考虑。

已批核的 2019 冠状病毒病项目的详情，可在

以 下 网 页 浏 览 rfs.fhb.gov.hk/images/HMRF/

COVID_19_List2_Chi.pdf。

持有大学学位，或符合申请学位或专业程度公

务员职位所需的专业资格，或将于二○二○至二一

学年获取大学学位资格的人士，可申请参加是次综

合招聘考试及基本法测试。申请人可选择在是次考

试应考任何一张或多张综合招聘考试试卷及／或基

本法测试试卷。

有意参加考试的人士可由明日起，透过公务员

事务局网页 www.csb.gov.hk/chi/cre.html 的

网上申请系统提交申请，或填写综合招聘考试及基

本法测试申请书（CSB31（7 ／ 2020））报考。该

申请书可从公务员事务局网页下载。申请人必须于

八月二十日下午五时前（香港时间）递交申请书。

有关是次综合招聘考试及基本法测试的更多详

情，将于明日起上载于公务员事务局网页（www.

csb.gov.hk/chi/cre.html）。如有查询，可致电

2537 6429 或电邮至 csbcseu@csb.gov.hk 与公务

员考试组联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