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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日报 9 月 10 日讯  香

港政府新闻公报获悉，食物及卫生

局副局长徐德义医生（九月十日）

于 2019 冠状病毒病个案最新情况简

报会的开场发言：

各位传媒朋友、各位市民：

有关本港 2019 冠状病毒病的

疫情，我们看看过去三个星期确诊

个案的七天平均数：八月二十日至

二十六日，即三个星期前，平均

21.1 宗；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日，

接着的一个星期，平均是 13.7 宗；

最近一个星期，九月三日至九日的

七天平均数是 10.1 宗。

虽然我们看到整体数字呈下降

的趋势，惟源头不明个案和没有病

征个案的现象仍然值得我们继续关

注。

在过去两星期，源头不明的确

诊个案约有三成，显示小区仍然有

持续的隐形或无明显临床病征的病

毒传播链。另外，我们回顾疫情自

一月至今，截至九月九日所录得的

4 900 多宗确诊个案中，约 23% 是

没有相关临床征状的情况下被识别

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于 2019 冠状病毒病个案最新情况简报会开场发言
出来。即是说，在这 4 900 多宗的

个案中，约有 1 100 个确诊人士事

前都没有征状，亦不知道自己染病。

虽然没有征状，当事人亦有可能将

病毒传播开去。

上述几点说明了及早检测，推

前诊断，对防控疫情的重要性，能

够早日找出一个隐性患者，可以避

免他们引发的传播链。

普及小区检测计划今天已进入

第 10 日。截至今日下午一时，已有

1 470 000 人在检测中心完成检测；

而截至今日下午二时，已经累计完

成约 1 330 000 个样本的 2019 冠状

病毒病核酸检测。透过普及小区检

测计划，截至昨日为止，能够找到

新的确诊个案共有 19 宗。普及检测

可让我们进一步掌握和估算小区传

播的情况，可以找出隐形患者，避

免疫情进一步扩大。在此，我亦藉

此机会感谢参与的医疗和支持人员，

为市民提供服务。

实验室监察和检测是政府对

2019 冠状病毒病防疫工作的重要

一环。为及早识别小区的隐形患

中国网络通讯社 9 月 10 日讯  据

香港政府新闻网获悉，政制及内地事务

局局长曾国卫今日到设于大会堂的小区检

测中心了解运作情况，并为医护和工作人

员打气。

该中心由香港医学组织联会负责运

作，曾国卫听取相关人员讲解场地设置

和检测流程。

他感谢该会的医护团队由普及小区

检测计划开始至今一直紧守岗位，为市

民提供专业采样服务，并称赞中心实施

有效的感染控制和社交距离措施，使检

测过程安全、快捷和方便。

该中心是其中一个延长服务至本月

14 日的小区检测中心，曾国卫呼吁市民

尽快登记预约接受检测，协助找出和切

断小区的隐形病毒传播链，让香港早日

走出疫情阴霾，民生和经济活动得以逐

渐恢复。

中国网络通讯社 9 月 10 日讯  

香港政府新闻网获悉，教育局藉

今日敬师日向全港老师衷心致

敬，同时呼吁学生、家长和社会

各界人士向老师致意，感谢他们

的无私奉献，特别是过去大半年

为确保学生停课不停学而付出的

心血和努力。

受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影响，

「向老师致敬 2020 敬师日庆典暨

表扬状颁发典礼」延至 11 月 4 日

举行。

教育局表示，疫情自年初起持

续，除在 5 月底至 7 月上旬曾短暂

复课外，面授课堂一直暂停，老师

采用电子平台等多元模式，帮助学

生在家学习。

新的学与教模式为老师带来

中国新闻日报 9月 10 日讯  香港政府新闻公报

获悉，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今日（九月十日）在

网上出席保良局己亥年及庚子年董事会交代就职典

礼致辞全文：

马清楠主席（保良局前任主席）、何超凤主席（保

良局主席）、各位顾问、各位董事会成员、各位嘉宾：

我很荣幸出席保良局己亥、庚子两届董事会交

代就职典礼。上一届，马清楠主席与董事会同仁团

结一心，传承保良精神，福泽香江。我在此向马主

席和董事会成员致以衷心感谢，并热烈祝贺新一届

董事会就职。

过去一年，香港饱受社会事件和疫情影响，保

良局在己亥年董事会带领下，仍然上下一心，紧守

岗位，继续为大众提供适切帮助，为社会注入正能量，

堪为典范。

保良局与时并进，积极拓展服务范畴。去年，

小区重点项目「深水埗区议会保良局石硖尾小区服

务中心」投入运作，全面照顾基层市民的需要。

多个保良社服单位亦相继投入服务，惠及弱势

社群。安泰复康中心照顾严重残疾人士，提供住宿

和健康护理等全方位服务；苏屋儿童发展中心改善有

特殊学习需要儿童的发展；彩颐居综合健康中心为长

者提供优质方便的中西医疗服务。

让「少有所学」是保良局的愿景之一。保良属

下教育服务单位超过一百个，涵盖幼儿至专上教

育。年内，保良局不断优化教育服务，弘学树人。

属下首间提供国际文凭小学课程的学校──保良

中国新闻日报 9 月 10 日讯  香港

政府新闻公报获悉，卫生署卫生防护

中心公布，截至九月十日零时零分，

中心正调查 12 宗新增 2019 冠状病毒

病确诊个案，至今本港个案累计 4 914

宗（包括 4 913 宗确诊个案和一宗疑

似个案）。

新增的个案其中七宗曾于潜伏期身

处外地。

卫生防护中心正继续跟进确诊个案

的流行病学调查及接触者追踪的工作。

就个案详情及接触者追踪数据，请参阅

附件或「2019 冠状病毒病专题网站」

（www.coronavirus.gov.hk）上的「过

去 14 天内曾有确诊 2019 冠状病毒病个

案的大厦名单」和「2019 冠状病毒病的

本地最新情况」。

有鉴近日疫情严峻，卫生防护中心

呼吁市民尽量减少外出、社交接触及外

出用膳，如需外出应佩戴外科口罩及时

刻注意手部卫生。有见近日多宗个案涉

及长者，中心强烈呼吁长者应尽量留在

家中，避免外出，并考虑透过亲友协助

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所需。

卫生防护中心发言人说：「鉴于全

球各地的疫情仍然非常严峻，各地个案

数字不断上升，中心强烈呼吁市民应避

免所有非必要的外游计划。」

局建造商会学校，已经取得国际文凭组织的课程

认证。保良局专业教育书院于年内创立，为幼儿

园教师和有志从事幼教工作人士提供重要的专业

课程。

保良局除致力提供优质教育服务外，亦十分重

视学生的身心健康，年内继续在属校大力推行正向

教育计划；又推行「运动高飞」计划，鼓励学生多

做运动，磨练意志。

保良局亦积极配合政府的教育政策与方针，

致力培养学生对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STEM）

的兴趣，同时又设立多项基金供属校申请，培育

学生。属校学生在本地以至国际比赛中创下不少

佳绩，例如在国际遗传工程机器设计竞赛中夺得

金奖，以及获得 WER 世界教育机械人大赛的多

个奖项。

特区政府向来重视青年发展工作，保良局在这

方面一直是我们的坚实伙伴。大家翘首以待的保良

局李兆基青年绿洲已于去年动工，相信在新一届董

事会的督导下，建筑工程可以在明年年底完成。这

个项目落成后，会为在职青年提供一千六百多个租

金相宜的宿位。此外，保良局C3青年共享空间和「前

铺共居」计划，亦为青年创业者提供支持服务，协

助他们实现创业梦想。

过去一年，保良局「汇聚善缘」，硕果丰收。

相信在新任主席何超凤女士和庚子年董事会带领下，

保良局定会继往开来。最后，谨祝庚子年董事会工

作顺遂，鸿猷续展，更上层楼。多谢各位。 

「中心亦强烈呼吁市民，时刻保持

个人和环境卫生，对预防个人受感染

和防止病毒在小区扩散至为关键。个

人层面上，市民应在出现呼吸道感染

病征、乘搭交通工具或在人多挤迫的

地方逗留时佩戴外科口罩，并必须时

刻保持双手清洁，尤其在触摸口、鼻

或眼之前。」

「在家居环境卫生方面，市民应妥

善保养排水渠管和定期把清水注入排水

口（U 型隔气口）；所有地台排水口在

不使用时应盖好；如厕时亦要注重卫生，

先将厕板盖上才冲厕水，以免散播病

菌。」

政府已推出「2019 冠状病毒病专题

网站」（www.coronavirus.gov.hk）

发布与疫情相关的各项最新消息及健康

建议，以助市民掌握最新信息。埗民亦

可透过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设立的

「2019 冠状病毒病」WhatsApp 热线

获取信息。他们只需将热线号码 9617 

1823 存入电话通讯簿，又或直接点击

wa.me/85296171823?text=hi，便可以

透过 WhatsApp 了解与 2019 冠状病毒

病、「居安抗疫」流动应用程序及手环

相关的信息。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

必须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及环境卫生，

民 政 事 务 局 局 长 出 席
保 良 局 己 亥 年 及 庚 子 年
董事会交代就职典礼致辞

卫生防护中心调查新增 12 宗

2019 冠 状 病 毒 病 确 诊 个 案

曾国卫访大会堂小区检测中心 教 育 局 向 全 港 老 师 致 敬

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医生（中）今日（九月十日）在 2019冠状病毒病个案最新情况简报会表示，普及小区检测计划已延
长至九月十四日，鼓励市民参与，以便及早识别小区的隐形患者，而市民亦应继续保持防疫意识，尤其在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的工作上不要松懈。旁为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医生（左）和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质素及标准）刘家献
医生（右）。

曾国卫（左二）听取检测中心人员讲解检测流程和人手安排，以及该处实施的感染
控制和社交距离措施。

者，政府已延长普及小区检测计

划至九月十四日，对象是无病征

的市民，我在这里再鼓励市民把

握时间参加。

此外，政府在考虑疫情防控、

经济需要和社会接受程度的平衡下，

正逐步有序放宽社交距离措施，而

新一轮在《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

下有关业务及处所、禁止羣组聚集

和佩戴口罩的规定，将于明日（九

月十一日）凌晨生效至九月十七日。

市民及业界都要做好预防措施，尤

其要关注没有佩戴口罩时候所带来

的风险。

在第三波疫情，本港在七月底

确诊个案的七天平均数，我们记得

可以高达 128 宗之多，所以大家要

一同努力，避免令有下降趋势的第

三波疫情反弹。我再次强调，市民

如有任何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及

进行病毒测试，以便及早获得适切

诊断和治疗。另外，市民在参与普

及小区检测之余，也要时刻继续保

持警觉，紧记保持个人卫生，适时

及适当地佩戴口罩。

包括：

在搭乘交通工具或在人多挤迫的地

方逗留时应佩戴外科口罩。正确佩戴口

罩十分重要，包括在佩戴口罩前及脱下

口罩后保持手部卫生；

埗 经常保持双手清洁，尤其在触摸

口、鼻或眼之前；触摸扶手或门把等公

共设施后；或当手被呼吸道分泌物污染

时，如咳嗽或打喷嚏后；

妥善保养排水渠管和定期（约每星

期一次）把约半公升的清水注入每一

排水口（U 型隔气口），以确保环境

卫生；

所有地台排水口在不使用时应盖好；

如厕时亦要注重卫生，先将厕板盖

上才冲厕水，以免散播病菌；

洗手时应以枧液和清水清洁双手，

搓手最少 20 秒，用水过清并用抹手纸弄

干。如没有洗手设施，或双手没有明显

污垢时，使用含 70% 至 80% 的酒精搓手

液洁净双手亦为有效方法；

打喷嚏或咳嗽时应用纸巾掩盖口鼻，

把用过的纸巾弃置于有盖垃圾箱内，然

后彻底清洁双手；及

当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戴上

外科口罩，不应上班或上学，避免

前往人多挤迫的地方，及尽早向医

生求诊。

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可能加重工

作负担，但他们为了学生不断尝

试，克服很多困难，且发挥无限

创意，突破框框，得出不少教学

成果。

不同程度的电子学习混合其他

在家学习模式或会是教学的新常

态，当局鼓励学校继续运用局方提

供的教学资源，结合校内外资源制

定全面的学与教策略，照顾学生的

学习需要。

当局亦会检视优质教育基金

等各项可动用的资源，进一步支

持学校和老师推行电子学习，并

特别为有经济需要的学生提供协

助。

在提升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方

面，教师专业发展专责小组去年已

向教育局提交报告，其建议获政府

全面接纳，并由 2019 至 20 学年开

始逐步落实。

政府会尽快将报告当中有关理

顺公营小学校长和副校长薪酬及改

善公营小学中层管理人手的建议提

交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审议，期望早

日落实措施，提升小学管理质素，

挽留和吸引人才，进一步改善教育

质素。

此外，为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由 2020 至 21 学年起，教育局会分

别为新入职和在职教师提供培训课

程和资源，以及优化符合教师晋升

要求的培训。

当局期望与教育界继续携手协

力，为老师和学生创造更大空间，

提升教育质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