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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關露曙光 初期擬設配額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昨日率領香港特
別行政區代表到深圳，準備今日出席第
二次內地與香港疫情防控工作對接會
議，以推進恢復內地與香港逐步有序
「通關」 。出席會議的香港特區代表包
括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創新及科
技局局長薛永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
局長胡健民，以及衞生署、政府資訊科
技總監辦公室、保安局、運輸及房屋局
等相關政策局及部門代表。

通關後設熔斷機制
港澳辦周一在內地專家訪港考察期

間通知特區政府，25日在深圳舉行第二
次專家對接會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周
二見傳媒時，形容信息非常正面，坦言
愈快通關愈好，並指內地專家關注的問
題已得到澄清，包括機場檢測待行工
作、本港的廣泛檢疫工作等。她相信專

家考察為通關打好基礎，對爭取早日通
關至為關鍵。若本地有爆發風險，便需
要啟動熔斷機制，細節仍要商討。

林鄭月娥早前提到通關初期屬小規
模，並設配額制。當局傾向在現運作的
口岸即深圳灣及港珠澳大橋通關。商界
期盼對早日通關，可處理內地業務及趕
及新年訂單，關注跨境家庭的組織希望
有恩恤配額，市民簽署家人病危聲明或
提交家人病歷等證明作審核。

下月九日起嚴禁「填紙仔」
為加強疫情防控，政府宣布，下月

九日起市民進入香港所有食肆、健身中
心及戲院等表列處所，須強制掃描 「安
心出行」 ，嚴禁 「填紙仔」 。餐飲業界
估計，強制掃描安心出行對A類食肆影
響較大，期望當局放寬營業時間及座位
距離限制，以彌補業界損失，並相信政

府會約見業界商討豁免長者及兒童的安
排。食物環境衞生署則提醒處所負責
人，更新 「驗證二維碼掃描器」 流動應
用程式，以供讀取顧客第三針新冠疫苗
接種紀錄。

另外，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表
示， 「安心出行」 由去年11月中推出至
今，共接到49宗有關 「填紙仔」 的投
訴，38宗完成調查，其中15宗成立，全
部皆與食肆 「填紙仔」 的資料保安情況
有關，並已向15間食肆發出執行通知，
保障顧客的登記資料。

另外，公署接獲兩宗有關 「安心出
行」 的投訴，指擔心洩露出行紀錄及存
取資料權限過多，經調查後兩宗投訴個
案都不成立，並無證據顯示 「安心出
行」 有任何位置追蹤功能，而 「安心出
行」 的存取資料權限亦都是程式實際操
作上所需要。

香港與內地官員
今日將在深圳舉行疫
情防控工作第二次對
接會議，商討香港與
內地通關具體安排。
據悉，內地專家近日
在港考察四天後，整
體滿意本港的防疫措
施。如對接會議商討
過程順利，料可恢復
有限度免檢通關。特
區政府傾向通關初期
設置配額。

次輪對接會議今舉行 李家超帶隊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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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開幕，來自各地醫療衞生
領域的官員和專家等共同探討醫療健康產業的最新科研
發展。

林鄭：未來將大力推動醫療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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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王亞毛報道：
本港舉行首屆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
壇，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致辭
時表示，國家 「十四五」 規劃賦予香
港發展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使命，香
港將不遺餘力地發揮特有優勢，推動
醫療健康發展。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
主任馬曉偉通過視像出席論壇，指出
香港具備優質醫療資源和高水平人才
等許多有利的條件，國家衞健委將繼
續加強與香港業界交流合作，支持特
區發揮獨特優勢，融入國家衞生健康
發展大局。

由香港特區政府及香港貿發局合
辦的首屆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昨在

灣仔會展舉行，逾70位來自各地醫療
衞生領域的官員、專家和商界領袖應
邀出席或線上參與，共同探討醫療健
康產業的最新科研發展和投資機遇。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
在中央政府的堅定支持下，香港已在
許多方面克服了阻礙進步的政治挑
戰，並在國家 「十四五」 計劃中被賦
予了發展國際創新和技術中心的使
命，政府將不遺餘力發揮優勢，推動
本港醫療健康發展。

她提到，特區政府過去四年共投
放超過1300億元，推動創新科技產
業，包括在香港科學園成立InnoHK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而與深圳合作、

位於落馬洲河套區的港深創新科技
園，亦將於2024年落成，發展醫療科
技是優先領域之一。此外，北部都會
區發展策略涵蓋香港三分之一土地，
當中佔地超過100公頃的新田科技
城，會用作發展科研和先進製造業，
創科將成為北部都會區的經濟引擎。

馬曉偉：挺港發揮獨特優勢
國家衞健委主任馬曉偉視像致辭

時表示，今冬明春疫情防控形勢依然
嚴峻，仍要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
的策略不動搖。中國在做好國內防疫
的同時更主動並毫無保留地分享抗疫
經驗，向有需要的國家及地區提供防

疫物資，目前已向100多個國家及國
際組織提供超過15億劑新冠疫苗，並
向34個國家派出37支醫療專家組。他
又強調，國家衞健委將繼續加強與香
港業界交流合作，支持特區發揮獨特
優勢，融入國家衞生健康發展大局。

陳肇始：需加強科技設施抗疫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出席論

壇時提到，目前科技抗疫仍有不足，
本港需加強科技數碼設施，以追蹤確
診者的接觸者及建立健康碼，以準備
未來與內地通關。她提到，本港目前
接種率雖已達至七成，但80歲以上長
者接種率仍不足兩成，應繼續改善。

▶《大公報》日前報道氣
閥口罩無防疫作用，但有
網店當醫藥品賣，市民易
被誤導。

【大公報訊】記者方學明報道：日前有在檢疫酒店強檢
人士疑因佩戴氣閥口罩導致病毒傳播，《大公報》昨日的報
道進一步指出，氣閥口罩在網店被當醫藥品賣。政府昨發出

最新指示，要求在指定檢疫酒店接受強制檢疫的人士及其同住照顧
者，不可佩戴附有呼氣閥或排氣口的口罩。衞生防護中心亦更新防
疫指引，建議酒店業從業員及機組人員應分別提醒入住人士及乘
客，不應使用附有呼氣閥或排氣口的口罩。

專家倡擴至所有表列處所
衞生防護中心強烈呼籲市民不應使用附有呼氣閥或排氣口的口

罩，因這類口罩無法有效地過濾呼出的飛沫微粒。如佩戴者感染了
新冠病毒，可能增加附近人士的感染風險。政府已更新第599F章
下的指示，要求在指定檢疫酒店接受強檢人士及其同住照顧者，不
可佩戴附有呼氣閥或排氣口的口罩；亦建議有關人士在辦理入住手
續或接受檢疫期間需打開房門時，應正確佩戴外科口罩，以防止病
毒傳播。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為嚴謹控制病毒傳播，政府應
考慮將指示擴至所有表列處所，以及現行法例下任何人需佩戴口罩
用作防疫抗疫時，都不應使用附有呼氣閥或排氣口的口罩， 「室內
空氣稀釋，即使每小時換氣逾六次，都快不過病毒排放的速度，所
以應先禁止任何人在表列處所內，使用呼氣閥口罩，其次在法例規
定必須戴口罩防疫環境，一律禁用呼氣閥口罩。」

港隊教練確診 石偉雄送隔離
另外，香港體操代表隊日前結束在烏克蘭的訓練後返港，惟教

練沙治登機前確診新冠肺炎，需留在當地治療。代表隊內三名運動
員包括石偉雄、吳家祺及
李文軒，雖然病毒檢測呈
陰性，但抵港後須要隔
離。香港體育學院昨確認
事件，三名運動員現正在
竹篙灣接受21日隔離。

善用閒置的土地資源以更嚴格抗疫舉措迎接通關到來

龍眠山

香港土地奇缺，寸土寸金，特區
政府為拓土建屋絞盡腦汁、扭盡六
壬。但與此同時，市區仍有不少珍貴
的土地被拋荒閒置，未能地盡其利，
有的甚至荒廢數十年，這叫無殼蝸牛
情何以堪！

大公報報道，港島北角半山雲景
道有一塊0.32公頃的土地，40年前被
規劃為道路用途，但實際上這塊地一
直租予同一客戶作為臨時停車場，這
是對土地資源的嚴重錯配。

原因何在？城規會方面表示，規
劃署定期檢視分區規劃大綱圖，已規
劃用途的土地交由相關部門來執行；
但運輸署解釋，有關土地設有排放雨
水的主渠，暫未有計劃發展為行人
道。由此可見，土地規劃與實際使用
不是一回事，這塊官地已經浪費40
年。有測量師指出，若以住宅用途估
值，這塊地價值25億元，有關部門應
根據實際需要重新審視土地用途。

價值25億元的土地，若在私人手
中，早就發展成功，但因為是官地，

一切要走程序，改變用途談何容易。
說到底，各個政策部門各行其是，即
使手上有閒置土地，礙於各種掣肘，
未必能快速重新規劃，這就導致一個
非常矛盾的現象：一方面劏房、籠屋
住戶叫苦連天，特區政府為拓土建屋
而提出寸土必爭、見縫插針的口號，
另一方面卻有珍貴地皮在曬太陽。

市區土地荒置新聞不斷出現，足
見問題並沒有得到應有的正視。有人
批評有關部門存在思維僵化、不知變
通的問題；也有人形容香港在土地管
理方面 「九龍治水」 ，效率有待提
高，值得各方面反思。

土地資源不應該再浪費，既然政
府可以為管理樹木而成立跨部門的樹
木辦，也完全可以在土地管理方面統
籌兼顧，設專員或專門機構統計匯總
分散於各部門、未能善用的土地，可
以蓋樓的蓋樓，不能做住宅的也可以
改劃其他用途，總好過一直空置下
去。

由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率領的香港
專家團與內地專家團今日在深圳舉行
第二次對接會議，相信在通關方面會
有更積極的進展。在各界熱切期待可
早日公布有序通關詳情之際，香港需
要採取更嚴謹的抗疫措施，以更令人
放心的抗疫表現，迎接通關的到來。

通關是香港市民最大的願望，而
通關的前提是不能為內地帶來疫情風
險。兩地專家團九月底舉行第一次對
接，其間還舉行過一次視像會議，距
今正好是兩個月。在過去這段時間
內，特區政府將通關當成頭等大事來
抓，積極對接內地的抗疫思路、抗疫
機制，圍繞 「外防輸入、內防反彈」
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堵塞了不少漏
洞，受到各方面的肯定。

在接種疫苗方面，第一針接種率
終於達至七成，雖然比預期時間遲了
兩個多月，但仍然是一個里程碑。另
一方面，香港已開打第三針，並將接
種科興疫苗的年齡降低至3歲。正是這
一連串強化抗疫的措施，為早日通關

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港澳辦及國家衞健委專家團近日

到香港實地考察抗疫工作及相關設
施，既是一次檢驗，也釋放出積極信
號。在四日時間內，專家團密集考察
了赤鱲角機場、竹篙灣檢疫中心、診
所、藥房、學校、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等，涉及香港抗疫的各個環節，並與
港方專家展開深入交流；內地抗疫的
大數據中心代表也到訪香港創科局等
機構，這對增進雙方了解及加快抗疫
對接有實質性幫助。內地專家團總結
考察結果，相信會在今日的對接會晤
提出進一步的改善建議，這對香港爭
取早日與內地通關至為關鍵，香港應
當不折不扣地落實。

事實上，特區政府正為通關作最
後的衝刺。下月九日起，進一步擴大
「安心出行」 的強制應用範圍，所有

受《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規管的場
所，包括健身中心、戲院、博物館、
美容院、夜總會、泳池、酒店、郵
輪、遊樂場所等，進入時都必須掃

碼，而A、B、C、D四類食肆也一視
同仁， 「填紙仔」 將成為歷史。擴大
「安心出行」 使用範圍，是作為 「健

康碼」 的一個替代品，旨在提高追蹤
疫情能力，這是抗疫的必要措施，也
不存在所謂私隱外洩的問題，從飲食
業由當初的疑慮到現在的欣然接受來
看，公眾已普遍接受這一做法。

伴隨 「安心出行」 應用範圍的擴
大， 「疫苗氣泡」 的適用範圍也會相
應拓寬， 「公海遊」 可容納人數上限
由現時的五成擴至七成五可謂 「第一
擊」 ，類似放寬措施將陸續有來。可
見抗疫措施越嚴謹，市民獲得的自由
度越大，香港經濟恢復得越快，通關
也就水到渠成。

通關即將到來，令人期待，但通
關不是終點，而是新一輪加強抗疫的
起點。為了逐步擴大通關規模，香港
迫切需要進一步提升疫苗接種率，除
了打第一針、第二針，還要打第三
針，國際上不少地方打齊三針才算完
成接種，香港有必要再加把勁。

政府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