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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通關碼存漏洞難爭取通關
靠市民自動申報行蹤 不依內地防疫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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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推行 「通關碼」 是與內地通關
必要條件之一，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
恒昨日表示，已向內地提交相關研究報
告，建議不同的 「通關碼」 方案，包括
經申請者同意下把安心出行的紀錄上傳
至系統、市民自動申報行蹤等。惟相關
建議與內地的 「健康碼」 在追蹤功能及
覆蓋範圍上仍有區別。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質疑政
府拖延耽誤通關，對政府不依照內地標
準行事又想成功爭取通關的機會表示不
樂觀；有專家認為如果期望享受免檢疫
待遇的市民，就有責任提供行蹤。

大公報記者 解雪薇

薛永恒昨日於電台節目表示， 「通關碼」 除
了現時 「香港健康碼」 中包含的個人資料、檢測
結果及健康申報等，亦會加入接種新冠疫苗的紀
錄。至於申報行蹤方面有三個方案：包括用家自
行記錄行蹤後，系統比對是否涉及高危地點；系
統列出高風險地點清單，讓用家自行對比及申
報；亦可在用家同意下，把 「安心出行」 的資料
上傳到 「通關碼」 系統。

內地依靠大數據全面記錄用家行蹤，薛永恒
續指，因現時本港並非所有地方均設有二維碼，
不排除三大方案混合選用， 「科技上唔係難
題。」 至於自行申報或存在漏報、瞞報風險，薛
永恒稱技術上可以不斷更新，若要做到內地 「健
康碼」 的水平並非不可能，但需兼顧有關轉變是
否適合香港情況，並建立共識。

梁子超：享免檢疫有責任提供行蹤
近日或因本港出現源頭不明個案，未

獲批出席人大常委會會議的譚耀宗認為，
最簡單直接的方式是使用內地的 「健康
碼」 應用程式，他擔心如依賴市民自行申
報行蹤，或會令追蹤不準確或不徹底，令

內地不會接受及不放心，導致拖延通關。他直言
政府既想通關，但又不依照內地的標準行事的做
法，對成功爭取通關的機會不樂觀。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兩地的系
統、基建及法規都不同，相信兩款 「健康碼」 很
難完全一致，但若要有效追蹤行蹤，不可能完全
依賴市民自願申報，強調市民想享有免檢疫待
遇，就有責任提供行蹤。他指出，內地最重視是
外防輸入，香港要在源頭堵截病毒。至於利用
「香港健康碼」 追蹤傳播鏈僅屬輔助工具，政府
不應放錯重點。

吳秋北：港須與內地聯防聯控一致
身兼人大代表的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表示，理

解內地不想增加外來輸入的防疫壓力，本港應加
強防疫防控措施，並要與內地聯防聯控一致，才
可改善通關問題。他指出，日後本港的 「健康
碼」 應要與內地系統互通，才能有效追蹤病源，
如果技術上作調整，相信內地系統可在香港使
用。他希望市民屆時自願安裝有追蹤效能的 「健
康碼」 ，相信希望到內地交流或處理業務的人士
會歡迎。

港商渴望通關：跟足內地最實際

官僚思維比病毒更可怕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譚耀宗不獲准出席稍後在
北京舉行的全國人大常委
會會議，譚耀宗表示，相

信與香港出現源頭不明的確診個案有關。
事件反映香港追蹤市民曾否到過高危

地點的措施，令內地存疑，不放心。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昨日表示，

為配合內地防疫政策，當局正研究 「港版
健康碼」 ，由使用者自行上載個人資料、
測試陰性證明及健康申報等信息。此外，
市民可主動記錄每日行蹤、讓系統比對市

民到過的地方是否高危，或由系統提供高
危地點清單，讓市民自行比對是否曾到過
相關地點。

換言之， 「港版健康碼」 只由市民出
於 「自覺」 申報，一旦通關或成為播疫漏
洞。這件事反映出港式官僚思維比病毒更
可怕，凡事怕承擔、要着數、玩投機，不
是真心為民辦實事！

譚耀宗認為，港府依此很難爭取通
關，建議按照內地標準行事；若具追蹤功
能的健康碼只適用於過關人士，相信市民
會接受。譚耀宗的建議值得當局考慮。

增三宗輸入確診 打針人數續偏低

▶部分人大代表認為，香港應使用與內地對
接的 「健康碼」 應用程式，給予內地信心，
爭取盡快通關。

【大公報訊】記者解
雪薇報道：香港特區政
府已向內地提交 「通
關碼」 建議報告，因
疫情受阻未能到內地
考察生意的港人袁先生
（圓圖）形容自己 「喜憂
參半」 ，一方面樂見 「通關
碼」 終有進展，但又擔心香港現時
方案未達內地要求，通關無期。他
認為特區政府應在可控範圍內做好
把關，並盡力推動正常通關， 「跟
足內地最實際高效，應該跟齊國家
標準要求，直接用 『粵康碼』 」 。

「封關咁耐，返唔到去，少做
很多生意」 ，以往每個月要去內地
兩三次的袁先生現時生意大受影
響。他直言，通關不僅是政府的頭
等大事，更是不少商界人士的當務

之急，每日關注通關新聞的
他表示自己心急如焚，
「心有餘而力不足，唔知
點解香港咁麻煩，澳門
一早就通咗。」

勿被 「私隱」 拖後腿
至於行蹤記錄安排，袁先

生直言完全不擔心私隱問題，
「平時外賣點餐都係咁喇，唔少
apps都有呢個要求，平時都經常
用定位，驚乜啫？」 他認為靠自
行申報行蹤亦不理想， 「有
時連自己上星期去咗邊都唔
記得」 。袁先生認為，行蹤
記錄對於有通關意願的市民
應該不成問題，無通關需求
的市民亦不應 「陰謀論」 拖
通關後腿。

透視鏡

蔡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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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本港昨日錄得3宗新冠肺炎確
診個案，涉及兩男一女，全屬輸入個案，患者均
帶變種病毒。當中兩人由A組指明地區（高風
險）抵港，一人由B組指明地區（中風險）抵
港。其中兩人在檢疫期間檢測確診，餘下一人抵
港時在機場臨時樣本採集中心 「檢測待行」 的檢
測結果呈陽性。

本港近期日均接種新冠疫苗數字持續偏低，
昨日僅有約8200人接種疫苗，當中約有2600人
打第一針。截至昨日，本港累計有約456.1萬人
接種了至少一針，佔合資格人口的67.7%。

違法之柱必須移除健康碼不對接 通關遙不可及

清水河

港大依法要求移除所謂 「國殤之
柱」 ，連日來遭到反華勢力的抹黑攻
擊，甚至連原本代表港大的律師行，
在壓力下也要作出政治決定。但如果
反華勢力以為這就可以保住 「違法之
柱」 ，他們打錯了算盤。

整件事其實十分簡單。支聯會作
為 「物主」 ，未經港大校方同意就將
所謂 「國殤之柱」 擺在校園展覽，其
後港大學生會再擅自決定在校園內作
「永久展覽」 。作為學校的業主，擺

放什麼、怎麼擺放，最終決定權在港
大校方。更何況該 「雕塑」 歪曲事
實、煽動仇恨，涉嫌違反國安法，港
大作出移除的決定，做法合理合法。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連日來
遭到反華勢力的瘋狂攻擊。 「雕塑」
的創作者高志活聯同該國政客攻擊特
區政府；美國及歐洲的反華政客，將
事件形容成 「言論自由的死亡」 云
云。其後美國政客更是直接干預香港
司法、向代表港大的孖士打律師行施
壓，該律師行最終跪低。

為什麼外國勢力如此重視這個
「違法之柱」 ？原因在於，它已被塑

造成煽動顛覆國家、仇視中國政府的
政治圖騰，是向香港年輕人灌輸錯誤
思想的洗腦之柱。一旦被移除，意味
着其苦心經營數十年的政治謊言的坍
塌，失去繼續蠱惑人心的重要工具。
可以預計，未來針對港大的國際打
壓，還會出現。

但違法就是違法，不論是雕塑還
是政治口號，只要違反了香港法律，
就要面臨法律的後果。這座 「違法之
柱」 不僅要從港大移除，而且絕不容
繼續在香港存在，港大更應追究高志
活等人的法律責任。

事件再次提醒港人，莫以為國安
法頒布實施之後香港就可以萬事大
吉，反中亂港勢力並未死心，仍在千
方百計製造事端煽動仇恨，破壞香港
繁榮穩定。而大學仍然是其重要的陣
地，此次是港大，下一次可能是城
大、中大，必須保持高
度警惕。

香港恢復與內地通關的關鍵，在
於打通兩地的健康碼系統。昨日創新
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表示，已向內地
專家提交報告，詳列 「通關碼」 的三
種選項：自行申報行蹤、自行對比高
危地區、接入 「安心出行」 資料。必
須指出，抗疫不可能建基於 「自行申
報」 ，相關建議實際上是另設一套與
內地健康碼不一致的系統，也不可能
起到有效的疫情追蹤作用。若以此方
向推進，通關目標將遙不可及。

香港一次又一次錯過與內地通關
的 「機會窗口」 。日前香港證實一宗
本地源頭不明個案，打破了持續五十
多天的零感染紀錄，也再次影響到內
地對香港抗疫成效的觀感。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譚耀宗原本要到內地開
會，日前被國家防疫部門叫停，據悉
原因就與新增個案有關。這一事實再
次說明，抗疫絕不能鬆懈，建立長效
的抗疫機制，是香港繞不過去的路。

上月底，內地與香港疫情防控對
接會議舉行，特區政府因應內地專家

的建議，做了積極的準備，日前亦已
向內地提交了報告。但令人感到疑惑
的是，在接通健康碼這一最重要一
環，有關部門仍然被動保守、畏首畏
尾。三個選項中，前兩者完全依賴於
用戶的 「自行申報」 ，第三者則仍然
是 「接」 而不 「通」 。

一年多的抗疫經驗告訴我們，任
何漏網之魚，都可能造成嚴重的後
果。更何況，香港仍未建立起足夠完
善的疫情防控體系，社會上仍然不時
出現違反抗疫禁令的情況，就連 「安
心出行」 也都經常出現不掃碼或以
假碼充替的問題，要依賴市民 「自行
申報」 ，何異於 「放任錯報」 ？而即
便將 「安心出行」 資料接入 「通關
碼」 ，也仍然是不夠完整的，程式追
蹤能力有限，與內地健康碼的嚴格數
據要求有較大距離。

上述三種選項，本質上仍然是想
與內地保持 「距離」 ，建立一套與內
地不一致的系統，坦率地說，這種思
路是不切實際的。內地嚴格防控疫

情，不可能會降低標準。正如譚耀宗
所指出，要到內地，就必須依照內地
的要求來做。如果繼續以 「自行申
報」 等作為選項，實際上是在浪費時
間，對於通關沒有實質的幫助。

事實上，不僅是健康碼對接，香
港控疫在其他方面同樣存在許多問
題。例如，出院標準相對寬鬆，僅要
求患者連續3個呼吸道樣本的病毒數值
達33或以上並維持10天，與內地的嚴
格標準仍然有不小落差；而對 「豁免
人士」 的檢疫要求也有待收緊。

特區政府或許仍然憂慮一些人對
於 「私隱」 的堅持，但實際上，在此
方面完全可由市民 「自行決定」 。願
意到內地的市民自然會下載，對 「私
隱」 有憂慮的可以選擇不用。絕不能
因為一些人的主觀質疑，甚至別有用
心的阻撓，而剝奪大多數人通關的權
利。健康碼對接，只是第一步，第一
步都做不到或不想做，香港的通關之
路不敢樂觀。面對這個最大的民意，
特區政府的執政能力備受考驗。

▲薛永恒表示，已就 「通關碼」 向內地提交
研究報告，建議不同方案，包括市民自動申
報行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