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
責任編輯：秦漢威 文 迪 2021年9月15日 星期三要聞

竹篙灣1500檢疫名額 五分鐘預約爆滿
位於大嶼山的竹篙灣檢

疫中心下周一（20日）起，
提供800個單位予完成接種
新冠疫苗的抵港外傭檢疫，
預約系統昨日上午九時開放
合共1500個預約名額，短
短半小時就爆滿。

大公報記者走訪外傭中
介公司發現，有些中介 「嫌
麻煩」 ，不會代僱主預訂外
傭抵港後入住的檢疫設施。
香港僱傭公會形容，預約猶
如大抽獎，職員同一時間鬥
快登入系統，還要鬥快輸入
資料，就算客人已付費，也
難以保證搶到隔離房間，新
聘外傭入屋，仍然遙遙無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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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馮錫雄報道：福建省莆田
市等地區疫情反彈，特區政府於上周六傍晚，收
緊來自福建省多個地區人士的入境要求，香港大
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呼籲特區政府，
日後遇到類似情況，應更快實施熔斷機制，即時
收緊來自涉事區域的 「回港易」 安排。

特區政府上周三（8日）起，將港人免檢疫的
「回港易」 措施由廣東省擴至全國，截至本周一
（13日）為止，共有6186人次的香港居民在 「回
港易」 計劃下回港。

福建省莆田市仙遊縣上周五（10日）出現新
冠疫情，本港翌日宣布，陸續暫停來自福建省莆
田市（全市）、泉州市泉港區界山鎮、廈門市思
明區及同安區的港人免檢疫安排。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回覆《大公報》查詢時表
示，9月10日、11日分別有1120和1030人次，透
過 「回港易」 回港，但特區政府沒備存有關香港
居民所出發的內地省份數字。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質
疑， 「回港易」 非新事物，特區政府理應發現福
建省城區爆發，立即更新適用地區，無理由設緩
衝期或押後叫停。

非本地接種疫苗入境者 可申本港針卡

來港易今起實施 每日名額2000個

【大公報訊】政府今日起接受公眾以自願
申報形式登記非本地新冠疫苗接種紀錄，以獲
發供本地使用的疫苗接種紀錄二維碼，方便他
們符合本地 「疫苗氣泡」 相關要求，包括進入
須出示疫苗接種證明的處所。新安排適用於今
日起經機場入境的人，本月28日起適用於經陸
路口岸入境的人。

食物及衞生局昨日表示，在新安排下，入
境香港並須接受強制檢疫的人，向衞生署作網

上健康及檢疫資訊申報時，須一併申報其非本
地接種新冠疫苗的詳細資料，口岸人員會檢查
其接種紀錄證明文件。

如獲確認，入境者獲發強制檢疫令時，會
一併獲發疫苗接種紀錄二維碼。他們可使用
「安心出行」 流動應用程式掃描該二維碼，並

將之儲存於流動電話。
食衞局提醒，入境者以自願申報形式登記

非本地接種紀錄，只為便利他們以電子形式儲

存疫苗紀錄，該二維碼並非本港有關當局發出
的認可醫療紀錄或出入境疫苗接種證明，也不
代表該紀錄已獲本港有關當局認證，不能取代
正本紀錄。至於已身處本港的入境者，今日起
經稍後啟動的網上新冠疫苗接種資訊申報表申
報，完成後會隨即獲發二維碼。指定郵政局也
有職員協助申報，費用全免。申請人須填寫申
報表，並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和非本地疫苗接種
紀錄正本。

【大公報訊】記者馮錫雄、盧
靜怡廣州報道：身處廣東省及澳門
非香港居民免檢疫來港 「來港易」
計劃今日起實施，凌晨起接受網上
預約，經深圳灣、港珠澳大橋口岸
「來港易」 名額各1000個。有廣

州學生表示，準時登入申請，方便
今年秋季來港，入讀大學。

廣州學生Shirley是香港大學研
究生新生，她昨午回覆大公報記者
查詢時表示，今日凌晨前會準時登
入申請但也擔心搶不到名額，希望
能順利到港開學報到。

Shirley表示， 「來港易」 的辦
理條件，對於身在廣東、準備赴港

求學的學生而言很方便， 「之前要
到香港學校報到，要求學生要7+7
（日）隔離後，才可以到宿舍入
住。 『來港易』 開放後，學校宿舍
可以直接綠碼入住，非常方便。」
她說計劃在搶到名額後，收拾行李
從深圳灣口岸入境。

逢星期三凌晨開放預約
特區政府昨日表示，計劃來港

的非香港居民，抵港前14日不能前
往港澳、廣東以外地區，或省內列
入風險地區名單的地方，旅客出發
前要網上預約、申報旅行證件、在
香港或澳門可接收短訊的手機號碼

等資料，逢星期三凌晨零時開放下
一輪預約名額，申請人必須年滿18
歲，可為最多三名同行者一起申
請。

申請人抵港前，須在廣東省或
澳門認可的醫療機構作核酸檢測，
並取得抵港前三天內的病毒陰性證
明，抵港後19日內，需先後接受六
次檢測。

政府建議，旅客入境前透過
「粵康碼」或「澳康碼」的 「轉碼」 功
能，向衞生署申報，符合條件會獲
發 「來港易」 綠色二維碼，相關入
境管制站，會為持有綠色二維碼人
士，設特定便捷通道加快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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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深圳灣、港珠澳大橋口岸
「來港易」 名額各一千個。

政府開放竹篙灣檢疫中心第一、二
期予外傭檢疫，每個單位每晚收取480
元，包括三餐膳食及所有費用，住宿
21晚的總費用為10080元，每天只有
50個名額，暫時只能預約至下月19
日。

僱主或職業介紹所可以昨日上午九
時起，可經由勞工處外傭專題網站
（www.fdh.labour.gov.hk）的預約系
統預訂房間，申請人需輸入檢疫外傭的
身份證明文件類型及號碼，遞交申請
後，勞工處一至兩天內回覆，要求申請
人提供更多所需文件，例如工作簽證、
疫苗接種證明等，指定繳款期付款後，
才完成預約。

網頁大塞車 入資料要鬥快
大公報記者昨午瀏覽網頁發現名額

已滿，要到本周五（17日）上午九
時，再開放10月20日可供預約房間，
之後每日同一時間，開放多一天的名
額。

香港僱傭代理協會主席張結民稱，
系統開放後很快就爆滿，公司25位前
線同事成功取得六個名額，但有400多
名客人輪候，明顯供不應求。

香港僱傭公會主席陳東風稱，網頁
大塞車，就算成功登入，仍要鬥快輸入
資料， 「慢一點也不成功，最終 『食白
果』 。」

大公報記者昨日以市民身份詢問在
銅鑼灣超過10間外傭公司，全部公司

稱可幫忙聘請外傭，但搶隔離宿位，須
由僱主自行處理。

本地外傭要求起薪5000元
「太多人搶隔離宿位，公司不敢寫

包單一定搶到。」 一間外傭中介公司職
員林小姐透露，近日多了客戶因嫌棄外
傭來港手續麻煩，單次費用又高，轉聘
本地現有外傭。外傭法定最低工資每月
4630元，本地外傭要求起薪5000元，

照顧長者叫價更高。
市民張小姐昨日到中介公司查詢最

新行情，她透露，今年初開始尋覓菲
傭，協助照顧家中長者，四月中獲入境
處批出簽證，但當地爆發疫情，結果不
能來港， 「隔離費、機票及中介費，未
見到人，已經要兩萬多元，真的很昂
貴！」 她說考慮改聘本地斷約外傭，但
問價後，全部要求月薪5000元以上，
超出預算，她感到很困惑。

▲竹篙灣檢疫中心提供800個單位予外傭檢疫，供不應求。 ▲網上預約竹篙灣檢疫中心系統，可填選日期已爆滿。

石牆花解散但難逃罪責

龍眠山

聲稱爭取 「囚權」 的 「石牆花」
組織昨日宣布解散，創辦人邵家臻揚
言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結業」 ，又
稱 「即使最終被壓碎，但之前換來的
時間也是值得的」 。言下之意是：
「石牆花」 解散非自願，而是 「受

壓」 。但事實真的如此？
「石牆花」 解散當然不是 「無緣

無故」 ，但原因並非所謂 「打壓」 ，
而在於涉嫌犯罪。早前有監獄囚犯被
發現藏違禁品而被紀律檢控，其中包
括反中亂港分子袁嘉蔚，事後有18名
囚犯鬧事，最終需懲教署出動 「黑豹
部隊」 才平定騷亂。

事件中涉及的違禁品為食物、唇
膏、髮夾等，超出在囚人士可管有上
限。這些物品從何而來？其中一大來
源就是 「石牆花」 。反中亂港分子邵
家臻曾因違法被判囚8個月，身為
「過來人」 的他發明了所謂 「囚權」

理論，要為囚犯爭取權益，其後他成
立 「石牆花」 ，將理論付諸行動，如
投訴監獄太熱，要求增添冷氣設備；

要求為囚犯增加工作薪金，改善待
遇；召集 「寫信師」 ，鼓勵囚犯 「抗
爭 」 到底；出售所謂 「探監物資
券」 ，購買物品送給在囚 「手足」 。

監獄竟然淪為 「抗爭」 基地，真
是荒謬絕倫。而從女子監獄發生 「集
體行動」 鬧劇來看， 「石牆花」 播下
的 「抗爭」 種子已經萌芽，若不是懲
教署採取行動，難保不會出現大規模
監獄暴亂的嚴重事件。

監獄就是監獄，不是大學生宿
舍，不是度假營，更不可能 「令人生
更精彩」 ，以爭取 「囚權」 為名鼓吹
抗爭，對法治和社會安寧危害極大。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近日嚴辭批評有組
織通過壟斷物資供應，企圖在監獄內
建立勢力，製造特權，危害國家安
全，可謂有的放矢。

香港是法治之區，豈容反中亂港
勢力藉口 「囚權」 而製造事端！ 「石
牆花」 畏罪解散，但違法事實決不會
因此一筆勾銷。

即將在周日舉行的選委會選舉，
沒有了反中亂港分子的破壞，沒有了
撕裂社會的極端主張，取而代之的是
理性專業的政綱、聚焦發展的務實討
論。事實說明，新選舉制度重塑了香
港政治格局，正逐漸改變香港的選舉
文化和政治文化，推動特區政治體制
實現從不穩定到穩定的重大轉變。

「穩定」 是民心所向，也是今次
選舉的關鍵詞，這與香港過去 「逢選
舉必有動盪」 形成鮮明對比。回歸以
來，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反華勢力大力
培植在港 「政治代理人」 ，以反中亂
港為宗旨，以 「民主」 為幌子，裹挾
民意、操控選舉，意圖奪取管治權，
把香港當成 「顏色革命」 的基地，令
社會長期陷入動盪。統計數據顯示，
新冠疫情爆發前，香港遊行示威年均
高達一萬多次，頻率之高是全球第
一。有人形容香港已由經濟城市變成
政治城市，由動感之都淪為動亂之城。

2019年修例風波爆發，同年底的
區議會選舉更是出現前所未有的極端
化現象。針對愛國愛港候選人的 「黑
色恐怖」 甚至血腥襲擊層出不窮，選
舉公平公正蕩然無存。反中亂港勢力
食髓知味，接着提出奪權 「三部曲」
和 「真攬炒十步」 ，企圖依託暴力及
外力撐腰，在立法會選舉再下一城，
最終企圖推出自己的特首候選人，實
現香港 「變天」 大計。

事實說明，反中亂港勢力是香港
民主選舉的最大破壞者，而原先的選
舉制度也失去了選賢與能的初衷，質
變為外部勢力和香港反中亂港分子奪
取管治權、危害國家安全、破壞香港
繁榮穩定的工具， 「一國兩制」 受到
前所未有的挑戰，七百多萬香港市民
的利益受到嚴重威脅。

回歸以來香港選舉制度的最大漏
洞，就是讓外國 「政治代理人」 製造
混亂，混水摸魚，妄圖通過不公平選

舉堂而皇之地進入管治架構。但中央
絕不會坐視香港繼續亂下去，接連打
出一套組合拳，包括為香港制定國安
法及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正本清源，
重塑了香港的政治格局，讓愛國愛港
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在一系列
舉措之下，香港的選舉文化和政治文
化已發生積極變化。

只有穩定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環
境，特區政府才能集中精力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而政治體制穩定是一
切穩定的前設。新選制有助香港走出
「泛政治化」 的泥潭，讓選舉回歸本

色，選出德才兼備的愛國者，實現良
政善治。

選委會選舉是未來三場重要選舉
的第一場，也是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至關重要的一場。從這個意義上
說，新選制不僅有助於特區政治體制
從不穩定到穩定的轉變，也讓社會各
界對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充滿期待。

政治體制從不穩定到穩定的重大轉變
——新選制選出香港新未來系列評論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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