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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倘14天無本地個案通關有期

選委會界別議員陳凱欣指出，在望通關之時，政府
防疫漏洞令病毒殺入社區，認為政府近日提出的防疫措
施不過是亡羊補牢，建議特區政府仿效內地小區及全民
檢測，一周內全民做二至三次檢測，找出隱形傳播者，
並鼓勵全民留家抗疫，切斷傳播鏈。林鄭月娥表示，不
認同本港抗疫錯漏百出的說法，認為本港應該採取切合
本地實際情況的檢測政策，而非盲目跟隨其他地區。她
又指出，政府上周宣布的一系列減少人流措施，效果已
經立竿見影，倘若再次大幅減少人流，與禁足令、宵禁
令無異，本港現階段不需要採取如此絕對的措施。

民建聯議員李世榮表示，空中服務員利用檢疫漏洞
引爆疫情，檢測中心大排長龍，防疫措施 「非常急」 令
市民難以適應。他又質疑當局在外防輸入方面有什麼措
施及方向避免再有漏洞。

林鄭月娥對此表示，屯門因確診者多處活動進入
「願檢盡檢」 特殊狀態，希望市民體諒，又表示機組人
員事件後 「外防輸入」 將進一步收緊，但恐重創本港貨
運行業，又指出經飛機進口香港的貨物最多的就是食
物、電子產品及藥品。

政策局再檢視受影響行業
實政圓桌議員田北辰表示，由於有機組人員 「客機

去、貨機返」 ，更沒有自律家居隔離，問及政府是否默
許他們毋須攜帶手帶，同時會否就監管不力為市民道
歉。特首表示，有關豁免貨機機組人員方面的安排出現
狀況須深入調查，並非現時在一問一答下便可解釋。

西九新動力議員梁文廣提到，現時通關無期，許多
市民急於回內地處理法律、資產、家庭等問題，詢問政
府能否為這些市民提供協助。林鄭月娥指出，政府在通
關方面做了大量的籌備工作，形容已到 「九九十十」 的
地步，不是遙遙無期，希望社會齊心協力控制疫情，只
要14天沒本地個案，通關就有期。

另外，因防疫措施收緊，不少 「打工仔」 即時停工
或被迫放 「無薪假」，生計受到威脅。工聯會議員鄧家彪
與勞工界議員周小松都對此議題提出關注，認為將於周
五公布的 「防疫抗疫基金5.0」 若參照早前的 「4.0」 發
放，恐未能惠及前線工友，詢問政府會否考慮發放現金
津貼，或進一步擴大受惠行業。林鄭月娥表示，全面關
閉的處所和食肆、夜晚不准堂食的處所從 「4.0」 受惠，
她現正要求各局長再檢視並納入其他受影響的行業。她
又指出，現時人力資源緊張，呼籲企業不要因為看到社
交距離措施收緊便馬上辭退員工或關門大吉，相信只要
齊心協力、共渡難關，便會回到兩周前香港 「一枱難
求」 的境況。

行政長官答問會上，多名立法會
議員關注疫情相關議題，擔心第五波
疫情在社區爆發，恐影響通關；部分
檢測中心 「大排長龍」 ，部分行業生
計又因防疫措施收緊而受影響。

特首表示， 「外防」 將進一步收
緊，當局對控制第五波疫情有信心，
而通關籌備工作已做到「九九十十」 ，
希望社會齊心協力控制疫情，只要14
天內無本地個案，通關就「有期」。她
亦表示，已增加檢測站、延長工作時
間，希望市民積極配合檢測，並呼籲
僱主「善待員工」，與政府齊心抗疫。

籌備工作九九十十盼社會齊心控疫

功能界議員積極發聲
促助不同行業渡難關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

道：在昨日的行政長官答問會上，多
名功能界別立法會議員積極為業界發
聲，向特首表達業界的訴求，並提出
多項建議，希望特區政府在疫情期間
幫助業界渡過難關。

易志明：延車主斷保通知期
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易志明

表示，泰加保險近期忽然通知的士車
主將於七日後斷保一事令業界大受影
響，他建議政府將斷保通知期由七日
延長至30日，並詢問特區會否協助
年長車主，向保險公司追討賠償。

林鄭月娥表示，會要求財政司
司長認真考慮相關情況。她透露，特
區政府即將推出新一輪抗疫防疫基
金，幫助受疫情影響的行業渡過難
關。她還指出，事件反映香港的士行
業發展和存在出現問題，她很快會就
的士發展提出一些倡議，並提交到立
法會討論。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表
示，業界非常期待政府可以提出精
準、迅速及持續的支援，對包括旅行
社、酒店、旅遊交通及其從業員提供
資助。同時希望政府透過疫情空窗
期，加快籌備設立文化體育旅遊局，
為疫情後重振旅遊業做好準備，為業
界提供信心同動力。

林鄭月娥指，完全明白旅遊界
近年來持續受的衝擊，強調會想盡方
法幫助業界。目前，特區政府已做好
支援旅行社的方案，將於稍後公布。
早前自己亦曾與國家文化和旅遊部的
官員進行溝通，為通關後旅遊業復甦
做好準備。

張宇人：推前實施疫苗氣泡
金融界立法會議員陳振英表

示，新一波疫情令很多行業損失很
大，他詢問金管局 「預先批核還息不
還本」的政策會否考慮延長。林鄭月娥
指會請財政司司長考慮。陳振英追
問，會否考慮今年繼續派發電子消費
券。林鄭月娥表示，財政司司長目前
正在諮詢各界，相信有了全盤計劃
後，會同她商量。

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人形
容，特區政府因應疫情收緊防疫措施
「快、狠、準」 ，但希望放寬食肆營
業時間至最多12小時，並允許業界
彈性選擇營業時段。此外，亦有業界
反映可否推前實施疫苗氣泡，同時放
寬現時的防疫措施？

林鄭月娥表示，在疫情的受控
的前提下願意考慮任何意見，但也希
望餐飲業明白收緊防疫措施並不是針
對他們，而是為了減少人流量，以控
制疫情。

【大公報訊】記者楊州報
道：變種病毒Omicron引爆第
五波疫情，其元兇正是國泰航
空機組人員豁免檢疫，昨日在
行政長官答問會上，多名立法
會議員質詢國泰機組人員防疫
漏洞。大公報記者翻查太古公
司去年的新聞稿，發現於2021
年4月中起，政府放寬駐港貨機
及只載貨的客機機師，可豁免
強制檢疫。國泰主席賀以禮前
日拍片表示，安排員工以貨機
返港是公司的決定，強調做法
符 合 政 府 規 定 ， 而 觸 發
Omicron疫情的兩名違規國泰
空少，國泰回覆《大公報》表
示，他們已不再是國泰員工。

違規兩空少已離職
該份太古在2021年4月16

日發出的新聞稿，指出國泰貨
運運力月內受制於嚴格的強制
檢疫規定，按年下跌39.4%。
不過，該稿指出香港特區政府
宣布由16日起，完成疫苗接種
的駐港貨機及只載貨的客機機
師，可豁免強制檢疫，有利國
泰的貨運業務及逐步減少每月
營運現金消耗。同年6月18日
太古公司的新聞稿亦指出當局
由4月中旬起放寬駐港貨運機師
的檢疫安排後，5月份營運的貨

機及載貨客機航班數量較4月份
分別增加24%及18%。

不過獲豁免勉強制檢疫的
機組人員抵港仍需自我隔離，
根據資料顯示，任何獲豁免人
士包括本地機組人員須在指定
檢疫酒店自我隔離14天（包括
在抵港第12天進行檢測），方
可進入社區，並在其後七天內
接受醫學監察（包括在抵港第
15天及第19或20天進行檢
測），方可再次執勤；以及朋
友或親友不可探望正在自我隔
離的機組人員。但兩名違規空
少：45歲國泰空少（個案編號
12609）去年12月24日從美國
抵港，翌日違規到44歲國泰空
少（個案編號12611）的家中
聚會；44歲國泰空少則於兩日
後（12月27日）到望月樓聚
餐。國泰表示，調查顯示若干
有關員工嚴重違反相關規定，
任何違反醫學監察規定的員工
將被紀律處分，當中兩位（個
案編號12609）及（個案編號
12611）已不是國泰員工。

運輸及房屋局回覆表示，
政府制訂及持續檢討機組人員
的檢疫要求，是根據公共衞
生、機組人員的疫苗接種情況
及航空業的運作需要等風險為
本的原則而釐定。

▲一眾議員與政府官員就香港未來發展及民
生經濟等議題融洽交流。

【大公報訊】立法會
議員和職員昨日在立法會
大樓宴會廳接種新冠疫
苗，冀以身作則，鼓勵全
港市民積極接種疫苗，讓
香港盡快走出疫情。

議員和職員在立法會
宴會廳，接受由特區政府
疫苗接種外展隊提供的科
興疫苗接種服務。在開打
疫苗之前，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和多位議員手持
「全城動起，快打疫苗」、
「護己護人、齊打疫苗」
的標牌，以 「快閃」 的方
式呼籲市民接種疫苗。
梁君彥希望藉今次活動，
鼓勵市民接種疫苗，使香
港盡快走出第五波疫情。

機組人員貨機返港
國泰稱做法符合規定

議員以身作則鼓勵打疫苗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文） 賀仁（圖）

作最壞打算、最全準備

龍眠山

相比內地大城市能在數小時內為
百萬居民進行一次核酸檢測，本港檢
測能力顯然存在較大的 「短板」 ，屯
門各檢測點連日大排長龍已充分說明
這一點。

變種病毒Omicron在社區不斷蔓
延，強檢地區名單不斷延長，而排隊
檢測的人龍更長。昨日全港有34個區
域納入強檢，其中疫情重災區的屯門
就有9個。由於需要檢測的人數多，
屯門區檢測點由前日的3個增至昨日
的10個，承辦商也相應增加人手應
對，並延長工作時間，但仍然滿足不
了不斷增加的需求。

昨晨七點，屯門各檢測點前已有
人排隊，雖然市民預期要 「打持久
戰」 ，甚至帶備小櫈子，但實際輪候
時間之長仍超乎想像。寒風之下，有
人又累又冷，有人情急下找不到洗手
間，難免有怨言。好在有傢俬店將店
內椅子櫈子搬出來供排隊者坐着等，
體現了疫下溫情。

正如一位婆婆指出，市民希望早

日戰勝疫情，也願意配合政府抗疫，
為什麼政府不能大量增加檢測點及相
關人手呢？事實上，全港疫情火頭處
處，屯門之後，北角也有爆發的跡
象，一旦多個區域需要強檢，勢必更
加捉襟見肘，若是全港大爆發，豈不
是要 「倒瀉籮蟹」 ？

對付傳播力極強的變種病毒，必
須作最壞的打算、最全的準備。一方
面要增加檢測點及人手，另一方面，
在有限資源下也需要優化配置。全港
各地檢測點的資源緊張情況其實並不
一樣，政府應作出科學統籌。

本港缺少的不僅是檢測能力，隔
離設施同樣供不應求，否則就不會將
竹篙灣隔離時間由21日減至14日，為
新來者騰出空間。同時也要為醫院可
能大幅增加病患者作好準備。

抗疫的過程就是不斷學習、改
善、提升的過程，在這方面，香港需
要有主動作為的精神，凡事想前一
步，多走一步，群策群
力，早日戰勝疫情。

高質量答問大會 彰顯議會新風貌
新一屆立法會的第一次大會，昨

日首次在國徽和區徽下舉行，彰顯了
香港所須遵循的憲制秩序，也標誌着
立法會徹底告別亂象重回正軌。會議
上，議員聚焦經濟和民生議題，行政
長官詳盡解答，問答之間不時迸出火
花，行政立法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的
良性互動關係得到充分的體現。這場
高質量的答問大會，為新一屆立法會
開了個好頭！

此次答問大會展現出三個特點。
首先是議員 「問得好」 。議員提問的
範圍相當廣泛，涵蓋抗疫工作、房屋
問題、北部都會區規劃、取消強積金
對沖、的士退保風波、二十三條立法
等，既有宏觀的政策思考，也有微觀
的民生關懷；既有理性的辯論，也有
尖銳的質詢；既有對施政不足的批
評，也有對工作成績的肯定，真正體
現 「是其是，非其非」 。曾有人預言
稱，新一屆立法會是 「橡皮圖章」 ，
會議不過是 「過個場、走個樣」 ，但
事實證明他們大錯特錯。議員用高質

量的提問，證明了這是一屆高效、有
能、有為的立法會。

第二個特點是行政長官 「答得
好」 。特首一共回答了17條問題，這
是歷來最多、最詳盡的一次，並且兩
度 「加時」 回應。對於議員的善意批
評，特首表示接受並承諾進一步改
善；對於那些她並不完全認同的意
見，盡力解釋施政背後的理據。另一
方面，特首還主動透露未來的工作重
心，包括向立法會提交逾40條法案。
為了更好地讓施政得到配合，她還爭
取議員支持落實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改
組政府架構建議。準備足、不迴避爭
議問題且回答詳盡，充分體現了行政
當局對立法會的尊重和誠意。

第三個特點是社會大眾 「反應
好」 。過去立法會淪為反中亂港的作
秀平台，只搞政治不問民生，反中亂
港政客只有破壞，沒有建設，一味人
身攻擊甚至使用暴力；以往答問大會
淪為吵鬧大會，不是被迫中斷、腰
斬，就是無法舉行，立法行政嚴重對

立，導致施政寸步難行。而昨日的答
問大會，不論議員的問題還是特首的
回答，都是聚焦於經濟民生等發展的
要務，聚焦港人切身和長遠利益的重
要議題，真正做到 「急民所急、想民
所想」 。正因如此，各界對答問大會
給予了高度評價，不少市民說：這才
是理想中的立法會！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夏寶龍早前對議員提出 「五點希
望」 ，期待議員做立場堅定的愛國
者、行政主導的體制維護者、真正的
民意代言人、高素質的管治者、新風
貌的開創者。昨日的這場立法會大
會，一掃以往的烏煙瘴氣，展現了新
氣象、新面貌。議員理性、專業、高
質論政，特首務實、懇切、深入回
答；行政立法良性互動，真誠溝通，
共同為香港的整體和長遠利益服務，
展示了團結、文明、和諧、高效的立
法會新形象。廣大港人相信，有這樣
的立法會，良政善治一定可以早日實
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