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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肆四級制 實施首日現混亂
政府以疫苗氣泡為基礎，昨起對食

肆實施 「ABCD」 （詳見表）四類運作模
式規管安排，但市面劃出C區（每枱六
人）的食肆不多，有食肆負責人表示，
一般餐廳尤其是日式料理和茶餐廳，四
人一枱便足夠，不需要營辦C區。有劃出
C區的中式酒樓表示，午市B區（每枱四
人）大排人龍，有客人不耐煩而離開，C
區卻只有兩枱客，晚市客量仍稀疏。店方
稱新措施反應未及預期，繁忙時間兩區之
間容易混淆，不少客人也不知道什麼餐廳
有C區開放，坦言將視乎未來數天情況，考
慮縮細甚至取消C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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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工聯會冀盡快互認電子針卡
【大公報訊】記者吳嘉鈴報道：政

府昨日起實施疫苗氣泡，惠及新冠疫苗
接種人士，但電子針卡目前只支援在香
港接種疫苗的紀錄，未有涵蓋境外接種
紀錄。早前在內地接種兩劑國藥疫苗的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表示，接到居住在內
地的港人查詢，擔心接種紀錄不受認
可，認為政府必須更新系統，與內地及
國際接軌。

黃國稱，目前有約54萬名港人居住在
內地，推算當中約一半人已經接種疫苗，
隨着 「回港易」 推展，相信不少人將會面
對疫苗互認的問題。他提到，有港人在福

建已接種兩劑科興疫苗，打算下月回港探
親，但擔心接種紀錄不獲認可，而內地當
局有提供紙本針卡，列明疫苗種類及接種
時間，資料清晰。

至於現時本港電子針卡以打完兩劑
疫苗後14日，視為完成接種，但衞生防
護中心轄下科學委員會日前更新內部指
引，列明新冠康復者只需接種一劑疫
苗，已有足夠抗體水平。對此，委員會
主席、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表示，目前
政府的網上預約系統及電子針卡系統，
暫未有為康復者提供選項，認為有必要
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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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處所運作模式

A類

B類

C類

D類

顧 客

•每枱最多2人

•堂食至晚上6時

•宴會上限20人

•每枱最多4人

•堂食至晚上10時

•宴會上限20人

•使用安心出行或填表格

•每枱最多6人

•堂食至午夜12時

•宴會上限20人

•必須使用安心出行
——未滿16歲由成人陪

同除外
——未滿16歲而沒有成

人陪同，及65歲或
以上可選擇填表格

•每枱最多8人

•堂食至凌晨2時

•必須使用安心出行
—未滿16歲由成人陪
同除外
—未滿16歲而沒有成
人陪同，及65歲或以上
可選擇填表格

•宴會上限100人

•必須已接種第一劑疫苗
—未滿16歲，或因健
康理由不適合接種者須
填妥指定表格，並出示
醫生證明及宴會前3日
內檢測結果呈陰性證明

餐飲處所負責人

•必須張貼A區告示

•員工每14日一次進行
病毒檢測

•或已完成疫苗接種

•必須張貼B區告示

•員工必須已接種第一
劑疫苗

豁免安排：
•以每7日一次進行病毒
檢測作為替代方案，
只限基於健康理由而
不宜接種疫苗者採
用，須填妥指定表格
向僱主申報並出示醫
生證明

•必須張貼C區告示
•如選擇以一種以上的
運作模式必須按規格
繪製平面圖

•員工必須已接種兩劑
疫苗再加14日

豁免安排：
•以每7日一次進行病毒
檢測作為替代方案，
只限基於健康理由而
不宜接種疫苗者採
用，須填妥指定表格
向僱主申報並出示醫
生證明

•必須張貼D區告示及按
規格繪製平面圖

•如選擇以一種以上的
運作模式必須按規格
繪製平面圖

火鍋宵夜店爆滿 六個人開心好多

▲▲尖沙咀龍圖尖沙咀龍圖
海鮮飯店一半店面海鮮飯店一半店面

劃為劃為CC區區，，午市時段午市時段CC區區
沒有一枱客光顧沒有一枱客光顧。。

大公報記者賀仁攝大公報記者賀仁攝

▲尖沙咀譽
宴酒家以透明膠板

將B、C兩區分隔，店門亦
有明顯的分區指示。 大公報記者賀仁攝

【大公報訊】記者伍軒沛、方學明
報道：疫苗氣泡推行首日，只有小部分
常餐食肆開放C區，酒樓晚市的C區亦冷
清非常，有店內僅得一枱客；相反主打
晚間市場，位於深水埗一帶的火鍋及宵
夜小炒店，昨晚座無虛席。有火鍋食客
認為， 「打邊爐最緊要講氣氛，四個人
唔夠開心，六個人開心好多，當然愈多
人愈好。」

同樣是食肆，酒樓與火鍋及宵夜小
炒店對新實施的C級運作模式，反應截
然不同。在火鍋及宵夜小炒店林立的深
水埗區，滿街燈火通明，大公報記者現
場所見，大部分食肆雖無列明是B級或C
級，但普遍門前當眼處已張貼告示寫
明， 「進店前，請掃二維碼及量體溫」
及 「所有員工已經接種疫苗，營業至深
夜12時」 ，只小部分堅持只營業至晚上
10時。

有全部員工已經接種疫苗的旺角火

鍋店職員表示，昨晚高朋滿座，由晚上
6時至深夜12時，一直座無虛席，形容
是近半年的 「小陽春」 ， 「成晚做咗兩
至三轉生意，畀之前收10點做多一轉，
生意好好多！」

無人手監視食客行為
旺角另一火鍋店負責人強哥表示，

無特別劃分B、C區，但要求每名入內顧
客掃描 「安心出行」 二維碼， 「入門口
時，我會要求（食客）掃安心出行，如
果佢（食客）堅持寫紙仔，我會同佢講
只可食到10點。但我無權迫佢離開，10
點後入場就一定要掃安心出行。」

他坦言無法辨認誰人寫紙仔、誰人
使用安心出行，也無權干涉食客在進食
期間轉枱與否，也無人手負責監視食客
行為等，直言作為食肆店東，他可做的
都已做足，若食環署巡查有人無掃安心
出行，責任應在食客，不在食肆店東。

BB區迫爆區迫爆 CC區冷清區冷清 業界食客均無所適從業界食客均無所適從

大公報記者昨日到多區視察，未見有食肆開放至D區，
普遍食肆維持B級運作，即四人一枱，營業至晚上十時，顧
客可使用安心出行或填資料表。旺角一間茶餐廳負責人李
先生稱，一般餐廳尤其是日式料理及茶餐廳，四人一枱的
人客最多，也不會營業到很晚，根本無需C級運作。

在尖沙咀，有開設C區的龍圖閣海鮮飯店，記者現場觀
察，一半店面劃為C區，一半保留作B區，各有四張枱，午
市時段，B區等位的客人大排長龍，有食客因為排隊過久而
離場；C區則長期 「拍烏蠅」 ，一枱客都不見。

員工忙亂查安心 「蝦蟹不分」
龍圖閣海鮮飯店負責人陳強表示，不少上班族可能已

習慣四人一枱，同事之間也不介意分枱坐，而且新安排實
施首日，很多客未必知道餐廳已開放C區，所以人數較少。

對於首日情況，陳強形容是十分混亂，B區容許客人填
資料，C區規定客人要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午市高峰期，
員工要忙亂檢查客人需否掃描安心出行，容易 「蝦蟹不
分」 。他稱對C區持觀望態度，若幾天後C區仍是無客人，
會考慮關閉，回復B級模式。

陳強認為，政府就疫苗氣泡的指示不足，他昨日才知
悉餐廳若同時採用兩種模式，要製作分區平面圖，還要加
上區域標示，擔心若臨時改動區域大小，會觸犯規定，所
以即使C區出現空枱，也不敢縮減C區面積。他認為措施推
行太急，政府以先出措施後修補的方式推行方案，令業界
無所適從。希望政府多向業界溝通，了解食肆執行相關措
施時面對的困難。

酒樓估計短期生意升一成
在尖沙咀的譽宴酒家，昨日將九張枱劃入C區，以透明

膠板為兩區分隔，店門有明顯的分區指示。店長潘先生
稱，店內七成員工已接種疫苗，其餘已取得醫生證明，但
坦言暫難按食環署要求製作店內分區平面圖，因為酒樓不
同時段的人客不同，區域隨時可能變化，難以只用一個平
面圖劃死不同區域。

譽宴集團主席張家豪稱，雖然C區堂食可延至凌晨12
時，但暫時對生意不樂觀， 「一枱加兩個人，其實對生意
影響不大」 ，他預料短期內生意只會上升約一成。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會長楊位醒相信，酒樓、大型餐廳
較能受惠於放寬措施，晚市或可做多一輪生意。茶餐廳、
快餐店開放六人一枱的需求不強烈，估計較多維持B級模
式。他預計明日起的五一假期，餐飲業生意額可按年增近
一成。

夏博義真的認錯？

龍眠山

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 「打倒昨
日的我」 ，昨日聲稱一直認為國安法
是 「合法且必須」 ，因為世界上大多
數國家都訂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例。
他還說已辭任英國自民黨黨員，與英
國再無政治聯繫，與其在港做大律師
公會主席沒有利益衝突；更辯稱自己
並非 「政客」 ，亦 「不反華」 ；大律
師公會 「不是政治組織」 ，而是 「維
護法治」 云云。

如此表態，顯然是迫於政治現
實。他成為大律師公會主席後瘋狂攻
擊香港國安法，矛頭直指中央。但很
快，他被揭發曾出任英國地區議員，
而反對香港國安法的立場與其所屬的
英國自民黨一脈相承。一個外國政客
領導香港大律師公會已是咄咄怪事，
更離譜的是，李柱銘、黎智英等組織
及參與非法集結被判刑，一眾被告本
人也認罪，但夏博義卻為他們等 「鳴
冤叫屈」 ，刻意誤導公眾，挑撥民
怨。中聯辦兩次發聲明予以駁斥，在
最近一份聲明中，中聯辦狠批夏博義

「公然為違法者張目，對執法者抹
黑，對司法者施壓」 ，警告大律師公
會若繼續由反華政客夏博義把持，將
「走上不歸路」 。

中聯辦聲明分量之重，夏博義及
大律師公會肯定是感受到了，否則不
會在對待國安法的態度上一百八十度
轉彎。為了 「漂白」 ，他還標榜自己
反對暴力，並批評英國無理和無權要
求出任香港終審法院的英籍非常任法
官辭職。

夏博義的確放軟了姿態，甚至有
人認為他已經 「跪低」 。然而，夏博
義是真心認錯，迷途知返，還是但求
「過骨」 而故作姿態，時間將是最好

的檢驗。再說，大律師公會高度政治
化，喪失基本職業操守，今後會否改
弦更張，也十分令人懷疑。

說什麼並不重要，做什麼才最重
要。李柱銘、吳靄儀、陳淑莊等均被
判刑，理當受罰，據說大律師公會已
展開調查，結果如何就
是試金石。

收緊熔斷機制是正確的一步
本港昨日啟動 「疫苗氣泡」 ，放

寬食肆限制，但疫情仍在反覆。鑒於
昨日確診的15宗外來輸入確診個案
中，13宗來自尼泊爾，其中11人來自
同一個航班，特區政府決定收緊熔斷
機制，明日凌晨起煞停尼泊爾航班入
境，並將尼泊爾與印度、巴基斯坦及
菲律賓同被列為高風險地區，曾在該
些地區逗留的人士會被限制來港。特
區政府因時制宜調整抗疫策略，邁出
了正確的一步。

印度的慘烈疫情震驚全球，但未
必有多少人注意到印度的鄰居尼泊爾
也在大規模爆發疫情。尼泊爾平時每
日約數百宗確診，近日情況惡化，昨
日錄得4500宗確診，打破該國紀錄，
該國因此決定封城15日抗疫。世衞組
織曾指出，印度檢測能力不足，實際
染疫人數可能是官方公布的20至30
倍，推斷印度或有5億人染病。其實，
尼泊爾的檢測能力不會比印度好，相
信該國的實際染疫人數比官方公布的
高得多，否則，就無法理解為何來港

的一個航班上就有多達11人確診的情
況。

印度是南亞大國，印度疫情失
控，不僅尼泊爾首當其衝，其他鄰居
緬甸、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國也不可
能獨善其身。香港與南亞聯繫緊密，
個案輸入的風險系數之高不言自明，
特區政府必須打醒十二分精神應對源
自南亞的疫情。可是，本港現行的「熔
斷」機制遠非完善，漏洞不少，不足以
防範輸入的風險，需要及時調整。

現行機制下，同一航班若在7日內
累積5宗確診個案，或者同一航班在一
日內確診3宗個案，就要暫停有關航班
來港14日。特區政府早前暫停印度、
菲律賓、巴基斯坦的航班來港，就是
基於這個機制。然而，由於上述11名
尼泊爾人並非在機場確診，而是在酒
店隔離檢疫期間發現，不符合有關熔
斷機制的規定，衞生防護中心昨日公
布疫情數字時，並沒有及時煞停尼泊
爾航班，等於中門大開。接下來幾日
還有多個尼泊爾航班來港，這對香港

來說意味着災難，引起輿論的強烈擔
憂。

好在政府經過權衡後作出決定，
及時收緊 「熔斷」 機制。事實上，過
去一年多來，香港爆發四波疫情，基
本上都是由外來輸入所造成，教訓不
可謂不深刻。過去人們對新冠疫情認
識不深，加上 「攬炒派」 搞搞震，導
致香港連連失守，付出沉重代價，但
現在情況已大不相同，特區政府有足
夠的條件盡快堵塞防疫漏洞，築起銅
牆鐵壁。

抗疫措施寧緊勿鬆，任何鬆懈和
麻痹大意，都足以招致無法挽回的惡
果，印度疫情失控就是一大警示。更
何況，目前肆虐印度的變種毒株傳播
力更強。昨晚東涌映灣園首次初步確
診來源不明的變種毒株，需要及時強
檢，再次敲響警鐘。特區政府一方面
要加強外防輸入工作，另一方面要強
身固體，這就是全力推動疫苗接種工
作，香港只有盡早形成疫苗屏障，才
能立於不敗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