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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專家團考察機場口岸七處

由港澳辦交流司副司長劉文達、國
家疾控中心病毒學首席專家董小平等組
成的內地疫情防控專家團，昨日早上九
時到達香港國際機場，由食物及衞生局
局長陳肇始、副局長徐德義、衞生防護
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等人陪同，出
席機場管理局安排的簡介會，並到禁區
內考察，了解機場旅客入境檢疫流程及
分流、機場員工接種疫苗及加密檢測情
況等。

專家團並到訪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
安全中心設於機場國泰航空貨運站內的
食物檢驗辦事處，考察抽驗進口冷凍食
品的工作。

機場職員盼盡快通關增消費
專家團其後轉往北大嶼山醫院香港

感染控制中心，了解醫院管理局在治療
新冠確診病人的安排。專家團亦在一間
位於東涌的食肆，考察適用於餐飲處所
的防疫措施及限制。

專家團下午到港珠澳大橋香港口
岸，考察旅客及貨車的檢疫、出入境手
續及清關安排。專家團其後到竹篙灣檢
疫中心，了解最新運作情況；然後轉往
在啟德社區會堂的衞生防護中心個案追
蹤辦公室，了解對確診個案的流行病學
調查及接觸者追蹤工作。

大公報記者昨日到機場觀察，現場
工作人員說，內地專家團一行人抵達

後，掃描 「安心出行」 後進入一號客運
大堂，到中場客運廊及記者室後，又前
往博覽館方向，約11時離開。有職員形
容機場如今 「風光不再」 ，人流稀
少，商舖營商環境欠佳，希望盡快恢
復通關，歡迎遊客入境消費及暢遊。

內地疫情防控專家團11月20日
抵港後，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尹宗華
即會見了專家團全體成員。截至
發稿，專家團已聽取特區政府對
香港疫情形勢、抗疫工作策略和
政策措施的介紹，考察有關單
位和設施，了解防疫安排措
施，與相關人員會面交流。按
計劃專家團將對香港的防疫
抗疫措施進行為期四天實地
考察。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譚耀宗上月因本港疫情被
拒赴京出席人大會議，
他昨日說接獲通知下月
可出席， 「我覺得這
個訊息非常好，說明
香港及內地免隔離通
關這訊息可能即將
能夠實現。」 他期
望政府盡快落實
內地專家團給予
的建議，做好通
關準備工作。

內地疫情防控專家團昨日在本港展開第二日考察行程，主要在大嶼山
實地了解多個防疫抗疫單位及設施的運作情況，包括機場、臨時醫院等，
全日考察了本港口岸、醫療、檢疫、個案追蹤等七個地點的疫情相關工作
（見表）。有機場的工作人員表示，見到一行專家到多處考察，足見對
本港防疫工作的重視和用心，希望盡快通關，一掃機場冷清氣氛。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尹宗華前日會見了專家團全體成員。據了解，
內地專家團今、明兩日將考察社區檢測及接種中心、藥房等。

積極檢視港抗疫工作 為通關做準備

大公報記者 解雪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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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香港
整體入境防疫措施
挺嚴謹的，從到港
到21天的隔離期結

束，我一共需要做九
次檢測，最後一次避
免假陰性的 『雙檢雙

採』 。」 上周二由馬來
西亞抵港的旅客李思瑤
說，當地採取 「與病毒共
存」 策略，確診個案激
增，香港多達 「十部曲」
的檢測流程令她印象深刻。

不過有一點令她覺得美
中不足， 「 『檢測代行』 結果
出來後，已經凌晨兩點多，機
場人員讓我們近百人全部進到
一輛shuttle bus裏，說這樣全部
人可以快點到酒店，不用等下一
班車。」 她覺得全部人擠在一起，
社交距離不足，擔心一旦有隱形患
者，增加染疫風險。

旅客的話

內地疫情防控專家團內地疫情防控專家團
第二日行程第二日行程

● 香港國際機場
了解機場 「外防輸入」措
施，包括旅客入境檢疫流程
及分流、機場員工打針和加
密檢測等。

● 食物檢驗辦事處
考察抽驗進口冷凍食品的工
作。

● 北大嶼山醫院
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視察醫院管理局治療新冠病毒確
診者的安排。

● 東涌
一間食肆
考察適用於餐飲處所
的防疫措施及限制。

● 港珠澳大橋
香港口岸
考察旅客及貨車的檢疫、
出入境手續及清關安排。

▶內地疫情防控專家團
昨日在陳肇始陪同下，
到香港國際機場實地了解
「外防輸入」的抗疫工作。

● 竹篙灣檢疫中心
視察香港的隔離設施及了解最新
運作情況。

● 啟德社區會堂個案
追蹤辦公室

了解中心就確診個案進行的流行
病學調查及接觸者追蹤工作。

美返港23歲男初確 愉景灣住所封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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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通關希望在即，緊
守防線至關重要，政府連日來多次突擊
圍封涉變種病毒的初步確診輸入個案，
昨日因應有一名由美國抵港的23歲男
子初步確診，並帶有L452R變異病毒
株，他居住的大嶼山愉景灣蘅峯旭暉閣
於晚上被圍封強檢，並有十個指明地方
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這是近兩周以
來，第四次圍封初確個案的住所。

衞生防護中心表示，該名23歲男

患者初步確診新冠肺炎，他於11月14
日前往美國，20日由美國經航班
CX521抵港，在香港機場檢測呈陽
性，並出現病徵。他的Ct值少於30，
並帶有L452R變異病毒株，曾在香港接
種過兩劑復必泰疫苗。

兩宗輸入個案均已打疫苗
由於病人於潛伏期曾在港居住，

而他帶有變異病毒株，為審慎起見，政

府昨晚圍封其居所大嶼山愉景灣蘅峯旭
暉閣。同時，他於潛伏期在港到訪的十
個地點亦會納入強制檢測公告。

本月共出現過四宗涉變種病毒的
初步確診個案，政府均對有關患者的住
所圍封強檢，包括本月9日圍封尖沙咀
棉登徑8號凱譽，13日圍封大角咀凱帆
道11號凱帆軒1座、2座及3座，19日跑
馬地山村道50-52號滙文樓。其中9
日、13日涉及的，就是最近熱議的29

歲及53歲國泰機師，至於另一名確診
機師，則居於愉景灣蔚陽一獨立屋。

另外，昨日新增兩宗輸入個案，
分別是來自英國的75歲老翁，日前抵
港後在機場檢測呈陽性，曾打過兩劑復
必泰疫苗；另一名是來自菲律賓的35
歲外傭，抵港入住竹篙灣檢疫中心後，
第三日的樣本呈陽性，她曾接種過一針
強生疫苗。二人均帶有L452R變種病
毒。

▲大嶼山愉景灣蘅峯旭暉閣因有住戶確診變異病
毒株，須圍封強檢。

▲內地專家團到訪設於啟德社區會堂的衞生防護中心
個案追蹤辦公室，了解對確診個案的流行病學調查及
接觸者追蹤工作。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

公職人員宣誓須加快專家把脈受歡迎 疫情防控勿放鬆

龍眠山

社工註冊局即將改選，有打着
「開明派」 旗號的反中亂港分子企圖

染指，這為香港社會敲響警鐘。勞福
局局長羅致光昨日在網誌表示，政府
正研究修例，要求社工註冊局成員宣
誓。這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之舉，
合理合法，更是越快越好。

社工註冊局不是一般工會組織，
而是法定機構，行使的是法律賦予的
公權力，正因如此，屬於法律意義上
的 「公職人員」 。香港國安法第六條
明文規定，香港特區居民在參選或就
任公職時，應當依法簽署文件確認或
者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
區。

社工在幫助弱勢社群等方面，扮
演着重要角色，長期以來也發揮了積
極作用。但從實際情況看，社工界一
向良莠不齊，參與前年黑暴並被捕的
社工並非個例，更有社工犯法被判罪
成後仍獲 「放生 」 、沒有被 「釘
牌」 ，以及有社工註冊局副主席突然
逃離香港的荒謬之事，這些足以說明

社工註冊局存在不少嚴重問題。
特區政府早前根據香港國安法要

求，完善公職人員宣誓條例，已先後
安排公務員、立法會議員、區議會等
公職人員宣誓，成功淘汰了一批潛伏
在公職人員隊伍中的反中亂港分子，
體現了愛國者治港原則。事實證明，
宣誓決不是走程序、擺樣子，而是相
當於 「照妖鏡」 ，照出誰是真正的愛
國愛港人士，誰是反中亂港分子。有
理由相信，要求社工註冊局成員宣
誓，必能起到撥亂反正之效。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社工註冊局
成員需要宣誓，其他的法定機構以及
掌握公權力的人士，同樣需要安排宣
誓。例如，早有輿論指出，機管局、
醫管局的重要成員都應納入其中，公
辦學校老師也屬於公務員架構，宣誓
也是應有之義。宣誓擁護基本法、效
忠特區，這是公職人員最基本的要
求，天經地義，如果這一點都做不
到，還有什麼資格成為
公職人員？

香港與深圳一河之隔，疫情下
「咫尺天涯」 接近兩年，早日通關成

為香港市民最大的願望，這也是特區
政府的頭等大事。內地疫情防控專家
團日前來港，考察特區防疫工作和設
施並分享經驗，體現了中央對香港抗
疫工作的關心和支持，說明了香港抗
疫成效得到認可，同時也反映出在防
控疫情方面還有不少工作要加強。

中央一直是香港抗疫最堅定的靠
山，在恢復通關問題上，中央同樣想
港人所想、急港人所急。九月底兩地
專家對接後，本月初兩地專家再進行
視像會面，深入研究相關工作。兩次
會晤理順了香港的抗疫思路，一方面
堅定了 「清零」 目標，另一方面也有
力推動了香港與內地對接抗疫思路和
相關機制。

內地防控專家團成員來自國務院
港澳辦、國家衞健委、廣東省、深圳
市及珠海市，涵蓋疫情防控、病理
學、大數據專家，具備足夠的經驗。
四日行程非常緊湊，抵港當晚已馬不

停蹄展開工作，包括聽取特區政府簡
介抗疫措施，以及安心出行落實情況
等。昨日專家團再到赤鱲角機場，了
解客運大樓對內地及外地航班的分隔
安排、抵港旅客檢測流程及檢疫設施
的交通安排，並到訪北大嶼山感染控
制中心。接下來還會考察檢疫中心、
檢疫酒店，其間將與本地工作人員會
面、交流及分享經驗，為實現通關創
造條件。

內地專家團的到來，反映香港在
抗疫方面的工作取得顯著進展。有目
共睹的是，自從第一次專家對接會議
後，香港堅定了 「清零」 的決心，全
力落實 「外防輸入、內防反彈」 目
標，採取了一系列強化措施，包括減
少豁免群組、加強高風險人士檢測密
度、擴大安心出行強制使用範圍、密
鑼緊鼓籌備港版通關碼等。這些措施
收到實效，得到中央認可。較早前，
港澳辦特別發表聲明，肯定了特區抗
疫工作。

如果說九月份第一次專家對接會

議，為香港恢復與內地通關鋪平了道
路，那麼此次內地專家團訪港，意味
着香港朝着通關目標又邁近了一大
步，羅湖橋 「天塹變通途」 為期不
遠。但是，香港沒有任何放鬆抗疫的
理由，越是曙光在望，越不能麻痹大
意；越是靠近目標，越是要加倍努
力。過去多次傳出通關消息，最終因
疫情之故功虧一簣，令市民希望變失
望。為防止這樣的情況重演，特區政
府需要根據內地專家團的意見建議，
不折不扣地落實。

另一方面，香港社會必須認識
到，通關是民意訴求，但防控疫情才
是最根本目的。即使不久後實現了通
關，相信初期也會有名額限制，也會
有突發情況下的熔斷機制等安排，真
正形成兩地大規模的通關，還有相當
長的路要走，所以要穩扎穩打。但不
管怎麼說，只要成功地踏出第一步，
就會有第二步、第三步，而通關的規
模大小和速度快慢，始終取決於香港
本身抗疫成效，捨此並無捷徑。

尹宗華前日會見專家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