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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港易今實施 限14日內處粵澳
可經深圳灣港珠澳橋入境 網上預約兩口岸每天各千名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特區政府「來港易」計劃今日起實

施，身處廣東省和澳門的非香港居民，只要

符合計劃所有指定條件，可在入境香港時獲

豁免強制檢疫，可經深圳灣口岸或港珠澳大

橋香港口岸入境，兩口岸每天名額各1,000

個。網上預約系統將由今日零時起開始接受

申請，並會在往後每星期三的零時開放下一

輪的預約名額以供申請，先到先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福建莆田上周五
（10日）出現新冠肺炎本土個案，香港特區政
府則在上周六（11日）傍晚 6時許才更新名
單，將該省部分爆疫村鎮剔出「回港易」計
劃，使來自有關地區的人士抵港後不獲免檢疫
待遇。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
昨日表示，相信福建的疫情是輸入個案引致，
由於患者進入內地社區一段較長時間才被察
覺，及通報香港，因此追蹤工作可能有少許滯
後，並建議日後遇到類似情況，特區政府應馬
上熔斷「回港易」機制，以免內地疫情輸入香
港。
何栢良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福建的疫情至

今出現3個感染群組，最早由莆田開始，根據內
地調查指，相信源頭較大機會是一名從新加坡入
境廈門的患者，雖然當地至今追蹤到所有傳播
鏈，而且內地當局在短時間內，已經圍封有傳播
風險的地方，並進行廣泛排查及檢疫，但他預料

新增個案仍陸續有來，暫時仍未見頂；至於會否
進一步擴散，則要視乎其他省市有無出現群組個
案。

政府宜跟進 單靠檢測或「走漏」
他又指，香港「回港易」措施要緊貼內地疫
情，一有類似情況出現就要即時叫停計劃，因為
「病毒唔會等你」，他又指，如追查到有參與計
劃人士於8月底至今有曾曝露於內地相關地方後
回港，建議政府應作出跟進，安排他們接受檢
疫，若單靠檢測就有機會「走漏」個案。
另外，對於部分人在接種復必泰疫苗後出現心

肌炎，何栢良引述澳洲的科學委員會建議指，若
市民懷疑或已確診心肌炎，應休息半年才接種疫
苗，又指有以色列的研究證明，感染新冠病毒後
出現心肌炎的風險較接種疫苗高4倍，認為接種
兩劑復必泰的好處仍然大於風險，市民可以安心
接種。

專家倡緊貼內地疫情
爆疫即停「回港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新冠肺炎疫情緩和、失業率回落，各
行各業為迎接經濟復甦，加緊招聘。
勞工處昨起一連兩日舉行招聘會，不
少僱主表示行業漸現「人手荒」，即
使已將薪酬調升一成，請人工作依然
較為困難，部分工種如洗碗員、美容
師等職位乏人問津。
勞工處昨日及今日在灣仔修頓場館

舉行就業博覽，共有48間機構、合共
提供3,300個職位空缺，包括電話銷售
員、飛機引擎維修見習員、文員、廚
師、侍應等各類別職位，適合不同文

化背景的求職人士申請。

消費券帶旺市道辭職轉行
沙嗲王集團人力資源部門主管鍾小

姐表示，因受疫情的影響，再加上消
費券陸續派發，市道暢旺，員工要經
常加班，工作量倍增。同時，部分員
工見就業寒冬已平安度過遂辭職轉
行，使流失情況惡化。鍾小姐又指，
「請人好困難，已經將員工薪資進行
上調，時薪增至50元至70元，也沒有
強制要求求職者打針，但仍然沒有很
多求職者主動上來應徵。」

一間美容集團則主力招聘按摩師、美
容師、辦公室助理等全職職位，該集團
人事部經理張小姐表示，早前受疫情影
響，美容院停業好一段時間，「現在仍
有市民減少出街，去美容院的客人也大
幅減少，行業低迷可能仍會維持，新人
都不敢入行，所以好難請人。」張小姐
又指，公司已經將員工薪資上調10%，
但首日應徵反應冷淡。

求職者冀提供更多工種選擇
但將屆退休年齡的劉女士則表示，該

招聘會提供的工種少，沒有心水職位。

劉女士之前在老人院工作，負責照顧長
者，疫情爆發後，她因怕受感染而辭
職，本以為疫情好快過去，沒想到疫情
持續逾年，其間她一直失業。「這個招
聘會沒有看到與老人院相關的職位，希
望勞工處日後可以提供更多工種的職
位，令求職者多點選擇。」
另一位求職者唐女士之前從事服裝

文職，正在物色月薪介乎1.2萬元至1.3
萬元的文職工作，但昨日只發現一份
比較適合自己的文職工作。
她認為，勞工處這次的活動比去年

多了不少職位空缺，但與文職相關的
職業仍然太少，希望勞工處可以考慮
再多點行業，讓求職者可以自行選擇
較喜歡的職位。

「人手荒」漸現 加薪一成難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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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訊（記者
邵昕）香港昨
日新增兩宗新
冠肺炎輸入個
案，包括一名
外傭，而兩名
患者均於早前
在港完成接種
新冠疫苗。在
疫情持續平穩
下，特區政府

宣布延長大部分社交距離措施兩周，並有條
件放寬健身中心4人以上課堂的距離限制。
至於兩地通關問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特區早前提出
兩地專家「對接機制」討論通關安排獲中
央政府支持，目前正按中央要求梳理香港
防疫的相關材料，中央暫時未有就通關訂
立客觀、具體的條件要求。
昨日新增的其中一宗輸入個案，患者是

53歲外傭，本月1日乘坐航班5J272由菲
律賓抵港，入住尖沙咀美麗華酒店檢疫時
確診，有待確定她是否帶有變種病毒，她
於4月至5月在香港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
另一宗個案是49歲男患者，上周五乘坐航

班QR818從卡塔爾抵港，在何文田九龍維
景酒店檢疫，驗出帶有L452R變種病毒株，
他於3月至4月在港已接種兩劑科興疫苗。

健身中心鬆綁 員工須打兩針
在疫情持續平穩下，特區政府昨日宣布，
大部分防疫措施延長至本月29日，但健身中
心則新增一項疫苗氣泡安排，容許超過4人的
訓練課堂一同上課，前提是所有健身中心員
工須完成接種新冠疫苗，課堂每個分組亦不
能多於4人，小組間要保持至少1.5米距離或
設有隔板。上課人士要一直佩戴口罩，教練
要停留在固定位置與其他人相距至少1.5米。

病毒未入社區 商通關奠基礎
通關方面，特首林鄭月娥透露早前建議

設立兩地專家「對接機制」，商討具體通
關安排，該機制獲中央政府支持，現正要
求特區政府梳理香港防疫工作的相關材
料，稍後將就相關資料、做法和改善之處
向中央匯報，特區政府正積極跟進與內地
有關當局討論在什麼情況和條件下可以逐
步有序地通關，會爭取盡快對接會面。
她表示，中央至今並未為通關訂立客觀、

具體的條件，包括是否要籌備「健康碼」，
相信要先進行對接工作才能具體商討。她認
為，特區政府現時的防疫工作十分有效，最
後一宗本地確診個案距今近一個月，外防輸
入措施亦發揮作用，雖有個別個案在抵港或
檢疫期間被發現，但目前為止未出現病毒走
入社區的情況，相信有關情況為商討通關打
下基礎。她並預料，食物及衞生局、衞生防
護中心，以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官員，將作
為專家參與對接工作，若商討內容涉及口岸
問題，入境處、海關及警務處也會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位於
香港大嶼山的竹篙灣檢疫中心800個
單位下周一起專供予抵港外傭入住檢
疫，昨晨9時開放接受預約，惟檢疫
中心啟用首30天、每日50個預約名
額，短短的5分鐘內已旋即爆滿。
專供來港外傭檢疫的竹篙灣檢疫中

心的800個單位下一周（20日）起啟
用，勞工處網上系統昨早9時起開放
預約，中心啟用首30天、每日50個

名額，在短短的5分鐘內已旋即爆
滿，即本月20日至下月19日可提供
的房間已全部被預訂。

中介冀若疫情受控全部開放
有網民質疑名額太少，大嘆「難

搶過MIRROR演唱會飛」。香港僱
傭代理協會主席張結民昨日向媒體
表示，該公司好幸運預約到6個名
額，但要再等48小時後才獲確定有

沒有房間，「我們公司有400名客
人 ， 只 有 6 人 （ 初 步 成 功 預
約）。」他指，現時有約7,000名外
傭正等候來港，若不增加檢疫房間
的供應，起碼要9個月才能讓全部
外傭來港。他希望若疫情受控，政
府可以逐步開放竹篙灣檢疫中心的
所有單位，以紓緩需求。
勞工處將會聯絡成功在網上預約的

申請人，要求提供所需文件證明，在

完成繳付每日480元住宿費，合共21
天檢疫期則涉款10,080元，在獲勞工
處發訂房確認通知書後，才算完成預
約程序。如有申請人放棄已預訂的房
間，會再開放接受預訂。
預約系統將於本周五早上9時開

放，接受預訂下月20日的房間，其後
每日都會在相同時間，開放多一天的
預約名額，即18日可預約10月21日
的房間，如此類推。

香港特區政府昨晚公布，任何非港人在入境香港當天
或當天之前14天（不包括該人士在內地或澳門當地

根據當時的要求而須完成的強制檢疫期）不曾到過香港、
廣東省或澳門以外的其他地區，以及任何載列於「回港
易/來港易計劃暫不適用風險地區名單」的地區，可透過
「來港易」計劃網上系統預約入境香港名額。

入境須持3天內核酸檢測證明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成功預約名額的人士必須按預約
的指定日期和管制站入境香港，並在入境香港時持有在入
境當天或當天之前3天內取得的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陰
性結果證明。為確保計劃下出入境管制站保持運作順暢，
計劃實施初期將設有名額，經深圳灣口岸及港珠澳大橋香
港口岸來港的非香港居民人士的名額為每天各1,000個。
發言人提醒，預約的非港人必須預留充足時間，前往廣
東省或澳門內任何一間獲粵港/港澳兩地政府認可的醫療
檢測機構進行核酸檢測，並將陰性檢測結果證明上載至
「粵康碼」或「澳康碼」系統，並以「轉碼」功能傳送到
香港衞生署電子健康申報系統，及提交電子健康申報表，
方便過關。

發綠色二維碼 抵港定期檢測
如果他們符合所有指定條件，會獲發「來港易」綠色二
維碼，並會獲准豁免14天強制檢疫進入香港。惟有關人
士須在到達香港的第三天、第五天、第九天、第十二天、
第十六天及第十九天（如仍身處香港）到社區檢測中心或
認可的本地醫療檢測機構接受核酸檢測（第十九天的檢測
必須在社區檢測中心進行）。
有關「來港易」計劃的詳情，可瀏覽「2019冠狀病毒
病專題網站」（網址：come2hk.gov.hk或來港易.政府.香
港）。如有查詢，亦可致電「來港易」計劃熱線3142
2330。

「來港易」四部曲
●1.網上預約：2021年9月15日起全天開放，每逢
周三零時起開放下兩周的來港名額

●2.病毒檢測安排：須前往廣東省或澳門內任何一間
獲粵港/港澳兩地政府認可的醫療檢測機構做核酸檢
測，確保過關時持有有效的檢測陰性證明。相關檢
測機構會將接受檢測者的陰性結果證明上載至「粵
康碼」或「澳康碼」系統

●3.獲得綠色二維碼：透過「粵康碼」或「澳康碼」
的「轉碼」功能傳送到衞生署電子健康申報系統，
並填妥及提交電子健康申報表的居民，如果符合條
件，將獲「來港易」綠色二維碼，並獲准豁免14
天強制檢疫進入香港

●4.來港後定期檢測：經「來港易」抵港者，須在到
達香港第三天、第五天、第九天、第十二天、第十
六天及第十九天到社區檢測中心或認可的檢測機構
接受強制核酸檢測(第十九天的檢測必須在社區檢
測中心進行)

預約竹篙灣5分鐘額滿 網民：難搶過MIRROR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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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表示，兩地專
家「對接機制」討論通關
安排獲中央政府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勞工處招聘會現場，求職者正在瀏覽櫃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特區政府「來港易」計劃今日起實施，身處廣東省和澳門的非香港居民，只要符合指定條件，
可在入境香港時獲豁免強制檢疫。圖為旅客經港珠澳大橋口岸抵達香港。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