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不斷推出便利旅客入境及
檢疫的舉措，入境香港的人數多了，但
相關安排未能跟得上。近期不斷有市民
及旅客投訴，指機場入境指示不清，在
檢疫及乘搭交通工具等環節缺少必要的
引導，拖慢了過境時間，易生混亂。特
區政府有關部門及機場管理局須正視問
題，因應入境人數的增加，不斷強化服
務，在嚴格檢疫的同時，完善配套措
施。這不僅關乎香港的國際聲譽，更關
乎抗疫大局。
從今年5月開始，香港國際機場的
入境旅客數字不斷增加。6月份達到29
萬5千人次，同比大漲254%，預計7月
的數字還會進一步增加。入境人數的大
增，既是香港抗疫成效的反映，也是香
港與國際聯繫緊密的體現。但與此同
時，與機場檢疫服務等相關的投訴也不
斷增加。例如，指機場欠缺清晰指示
牌，令抵港旅客未能清楚知道何去何
從；為旅客採樣檢測的人員，並沒有講
解來港後的後續檢疫安排，也沒有宣傳
單張。此外，旅客輪候酒店接駁巴士
時，不但輪候時間長，而且沒有清晰指
引，等等。

一名旅客下飛機後，要想成功入境
香港，在檢疫方面最少要過四關：進入
臨時樣本採集中心出示已填妥的電子健
康申報表並接受體溫檢測；於樣本登記
櫃枱核實個人資料及領取樣本瓶；到樣
本採集間同時接受核酸檢測及快速抗原
測試；到檢疫令櫃枱提交各種文件。這
些步驟是嚴格檢疫的必要和必須的做
法，但複雜的程序、長時間的等候，若
無清晰的指引和人性化的服務，本港居
民都無所適從，更別說是海外旅客了。
政府早前不斷推出新的便捷旅客入
境的措施，例如網上填報健康申報表、
可選擇自費乘坐防疫的士，乃至研究推
動 「紅黃碼」 制度，都是要在築牢抗疫
防線的同時，便利旅客入境。另一方
面，機場是旅客對香港第一印象，如果
機場混亂無序，既無助於維護香港國際
大都會的形象，也無益於抗疫大局。機
場這一道關做得好不好，影響廣泛。
事實上，早在今年6月，有立法會
議員就已提出相關質詢，當時有關部門
表示，機場一號臨時樣本採集中心每天
有約180名政府員工以及約320名外判工
作人員進行日常營運，包括體溫檢測、

檢疫清關、人流控制、採樣及其他行政
工作等。事隔兩個月，情況仍未能得到
改善甚至有惡化跡象，到底是人手不足
還是重視不夠？強化檢疫管理，提升入
境服務，這不涉及防疫政策的改變，而
是管理水平的問題，是服務有沒有到位
的問題，必須得到真正重視。
香港當前處在一個關鍵時期。一方
面疫情仍在不斷上升，抗疫不能有任何
鬆懈；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亟需加強與
各方面的聯繫，各種國際活動也在籌備
當中， 「通關」 的壓力驟增。如何在兩
者之間保持平衡，對特區政府及有關部
門是巨大考驗。
昨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將在
疫情穩定後提升口岸通關能力。這是大
勢所趨，也是民心所向，體現了特區政
府積極作為的態度。但不論是海、陸、
空的哪個口岸，嚴格檢疫安排、加強服
務配套，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環。香港國
際機場的入境檢疫安排出現的問題，可
為有關部門改善工作提供借鑒。畢竟，
如果連每日處理數千旅客都有困難，日
後每日入境人數增至數萬甚至數十萬，
又如何能令人放心？



提升入境服務 強化檢疫管理

檢視中醫藥發展策略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昨日
表示，中醫藥是香港醫療體系的
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傳統優勢，
強調將全方位促進中醫藥事業向
前邁進，提升香港中醫藥的發展
動力。政府表態支持很重要，但
更重要的是要有具體行動。
近年政府不斷提升了對中醫
藥的重視，在抗擊新冠疫情期
間， 「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
的推出，以及擴大中醫藥的應
用，都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從本
質上而言，中醫藥並未真正納入
公共醫療體系，支持力度更難與
西醫相提並論。
早在三年前，政府啟動了五
億元的中醫藥發展基金，為中醫
藥界提供財政資助，目的是要提
升整體水平，包括培養中醫醫院
所需人才，促進與中醫藥有關的
科研，協助業界改善其設施設備
等等。五億元不能說少，但涉及
範圍實在太大太廣，能起多大效
果，令人存疑。
發展中醫藥人才是關鍵。近

十多年來除本港三間大學中醫學
院培養的中醫師外，內地許多大
學每年也培養了不少香港籍的中
醫畢業生。對於這支相當龐大的
中醫人才隊伍，不能單靠所謂的
「市場選擇」 ，需要特區政府的
支持和引導。應積極探索建立中
醫職稱架構，例如設立中醫師、
專科中醫師、顧問中醫師專業職
稱制度。
顯而易見，支持中醫藥發
展，需要有清晰的規劃、具體政
策與落實時間表。 「零敲碎打」
式支持，這不可能起到實效。
發展中醫藥，不僅有利於健
全香港的公共醫療系統，有利於
保障港人的生命健康，也有利於
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全國政協副
主席梁振英早前撰文表示，香港
不僅是中醫藥用家、更可為中醫
藥在全國以至全球發展作貢獻。
這方面需要特區政府積極謀
劃。當前就要檢視整體中醫發展
策略。

聞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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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似大型檢測中心 旅客叫苦

政府由
月 日起暫緩
個別航線 熔斷機制 後，海
外抵港旅客持續高企，每天約
有三千至六千人經海外及台灣抵
港。為確保外防輸入，入境人士即使登機前完
成網上電子健康申報，並取得二維碼，在機場
仍要接受核酸檢測及快速抗原檢測，並要核對
針卡及檢疫酒店預約證明。有旅客在網上表
示，搭長途機十多小時，抵港後還要在機場等
小時，感到十分辛苦。
2.5
一周前由加拿大回港的敘福樓集團主席兼
行政總裁黃傑龍（圓圖）形容，機場變成大型
檢測中心，檢測及核查文件地點多， 以為核
查完，旅客放好文件，行一段路又有職員衝出
來查文件，在大堂步行和排隊三小時，長者特
別辛苦 。他建議簡化看文件次數，縮短檢疫
時間。
大公報記者 梁淑貞

新聞點

﹂

﹁

﹂

現行機場入境檢疫流程
❶落機到入境大堂，職員檢查網上呈交的健康申報
表，按疫苗接種地區分流：入境人士於本地接種疫
苗，職員會派發紅帶證件；如非本地接種疫苗，則
獲派綠帶證件
估計需時➡約數分鐘至半小時不等

焦

7

❷一站式檢測：鼻咽及深喉唾液各一次核酸檢測，快
速抗原檢測一次
估計需時➡輪候約30分鐘，檢測約15分鐘

7

❸入境人士自行交回快速檢測盒，15分鐘有結果，但
不必等候

﹁

黃傑龍剛於昨天完成七天強制檢疫酒店隔離
回家，他表示，早前到加拿大公幹，兩名家人隨
行探親及旅遊三星期，他們坐長途機於上月24日
早上8時飛抵香港。他形容在機場內完成入境檢疫
流程，需要 「大量行路，不斷排隊和等候」 ，取
得強制檢疫令後，經入境程序及海關等檢查行
李， 「幾經艱苦」 才登上接駁旅遊巴到檢疫酒
店，複雜的檢疫程序在三小時內完成。
現時，台灣或海外地區來港的旅客，登機前
須出示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向衞生署
作健康申報並取得二維碼，抵港落機，機場衞生
署職員即檢查旅客健康申報表，並派發綠色和紅
色帶的證件，將本港及非本地接種疫苗的人，分
流為紅帶及綠帶。大公報記者綜合多名近日抵港
旅客的資料，在臨時樣本採集中心和簽發強制檢
疫令輪候時間最長，分別需時30分鐘及45分鐘。

倡簡化看文件次數 縮短時間
旅客在採集中心除一次口罩，可做兩項核酸
檢測和一項快速抗原檢測，核酸檢測結果在酒店
檢疫翌日下午收到。若快速檢測結果為陽性，會
有職員依證件識別及攔截旅客。黃傑龍表示，簽

▲機場現時猶如大型檢測中心，入境人士要在大堂步行和排隊三小時，十
分辛苦。

發強制檢疫令的區域有多
個，他見到20多個櫃枱有職員辦
公，旅客分散，有職員指示他們到較少人排隊的
櫃枱，但仍要等候45分鐘。
在簽發檢疫令的櫃枱，衞生署職員會查看針
卡及檢疫酒店預約證明等文件，然後簽發紙本強
制檢疫令，並強調檢疫令是法律文件，認真講解
檢疫要求，例如在酒店第三及第五日要做核酸檢
測、步出房門犯法等。黃傑龍說，這部分講解好
重要，有長者不明白會問多一點。他建議簡化看
文件次數，縮短檢疫時間。
衞生署回覆《大公報》表示，從海外及台灣
經香港國際機場抵港旅客，平均需要少於一小時
在臨時樣本採集中心內處理相關入境檢疫程序，
但繁忙時間等候時間可能會較長。中心內有清晰
指示提醒旅客相關檢疫程序。如旅客對檢疫程序
有疑問，沿途有工作人員提供適切協助；中心提
供輪椅服務予行動不便的人。
該署稱，來港人士在登機前完成電子健康申
報，可讓他們在香港國際機場內進行入境檢疫程
序時更為順暢，並有助逐步將入境檢疫程序以電
子化方式處理。

議員：申報系統有改善空間
【大公報訊】李欣穎報道：現時政府要
求旅客上機前做網上健康申報，但有抵港旅
客不滿來港後，仍要核對申報資料，加上檢
測需時，往往輪候三數小時才能辦理入境及
海關等程序，沿途要走很多路，沒有職員講
解協助或派單張，議員希望政府作出改善。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表示，在繁忙
時間抵港及機場指引不清，都有可能造成旅
客等候時間過長。他認為，原本約5個小時
的流程，能縮短至約兩個半小時，效率已經
有所提高， 「但最理想的是從落地到坐巴士
離開機場，只需要一個半小時，和疫情開始
前一樣。」
立法會議員梁熙表示，如今等待時間
長、排隊無指引等現象，說明申報系統及機
場服務還有改善空間。他認為，改良版電子
健康申報系統正處試行階段，政府應藉此優
化程序、提高效率，例如在機場設指示牌，寫
清楚程序流程，並在電子健康申報系統註明
落地後待辦事宜，減少輪候及避免人群聚集。



議員更要有全局觀念
蔡樹文

即將卸任的
立法會財委會主
透視鏡
席陳健波昨日在
一個電台節目談
及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形容他們很
落力想要監察政府，建議他們將重
點落在全港性問題，平衡地區議
題。
陳健波指出，新一屆立法會
議員很多從事地區工作，很多時候
將地區議題帶入議會。他認為，立
法會議員在身份上有所改變，重點
亦要有所不同。
陳健波的說法，反映出近年
立法會的不正常現象。由於個別議
員來自社區，基於選票大於一切，

屁股決定腦袋前提下，許多涉及全
港整體社會利益的議題，往往因為
議員將所屬地區或所屬業界的利益
無限放大，結局是地區及某些行業
利益，凌駕於整體社會利益之上。
現實是，皮之不存，毛將焉
附？一旦整體社會利益被犧牲，同
一屋簷下的不同持份者，都不可能
獨善其身。唯有同一屋簷下的不同
持份者，共同把餅做大，才能共享
成果。
立法會是為香港整體利益把
關的場所，個別議員應明白什麼是
大局觀，議政以整體香港利益為依
歸，才能促進良政善治，讓全體市
民有獲得感。

逾半市民支持黃碼擴至密接者

【大公報訊】記者李欣穎報
道：新冠疫情持續在高位徘徊，昨
日新增4634宗確診，包括4455宗
本地個案。就政府將推出 「紅黃
碼」 ，一個民間團體昨日公布意見
調查結果顯示，57%受訪者表示
支持，56%受訪者支持擴大 「黃
碼」 適用人群至密切接觸者。團體
促請政府推出 「紅黃綠碼」 制度
後，嚴厲執法，防止病毒傳入社
區。
新青年論壇於7月25日至29
日，透過電話隨機訪問了548名年
齡18歲以上的市民。約五成半受
訪者擔心自己及家人受感染，約五
成受訪者擔憂將有新一波疫情。約

56%受訪者表示，支持推出 「安
心出行」 實名制及新增 「紅黃綠
碼」 。
新青年論壇顧問陳偉強認
為，市民擔憂醫療設施會再崩潰，
導致政府無法應對。而香港與內地
已有一段時間沒有通關，市民可能
有父母身處內地，若安心出行有實
名制和 「紅黃綠碼」 功能，便能配
合內地措施，有利盡快通關，因此
市民態度傾向正面。
另外，昨日新增一名新冠確
診死者，該名82歲男子並未住在
院舍，亦無接種新冠疫苗紀錄，患
有糖尿病、血壓高及脂肪肝，現階
段無法確定確診源頭及死亡原因。

❹入境人士沿途步行至強制檢疫令櫃枱，如快速檢測
結果陽性，會被職員攔截，不獲發檢疫令；如結果
陰性，職員核對申報的疫苗接種證明、指定檢疫酒
店預訂等相關資料，簽發並講解強制檢疫令內容
估計需時➡輪候時間45分鐘，講解時間長短不定
❺入境人士沿途行至辦理入境櫃枱前，多名職員會要
求出示強制檢疫令、疫苗接種證明、指定檢疫酒店
預訂等相關資料
❻辦理入境手續及海關檢查行李
估計需時➡正常時間，快捷
❼等候往檢疫酒店接駁巴士，職員要求入境人士出示
強制檢疫令、疫苗接種證明、指定檢疫酒店預訂等
相關資料
估計需時➡候車時間約30分鐘
由落機至登上接駁巴士2.5小時至
3.5小時
資料來源：綜合海外抵港入境人士經驗

政府改良電子健康申報系統
7月28日起 試行改良版電子健康申報系統
●要求來港人士須在登機來港前，預先在網上完成衞

生署的網上電子健康申報表，在辦理登機手續時，
出示完成申報後生成的健康申報二維碼（可為二維
碼的下載版本、屏幕截圖或列印本）供航空公司查
核，二維碼有效時間為96小時，即來港人士可最早
在預定抵港時間的前三天遞交申報表。
●登機時仍需要提供完成疫苗接種證明文件、指定檢
疫酒店預訂編號等入境檢疫所需資料
準備8月內 加強電子健康申報表系統及二維碼功能
●來港人士必須取得電子健康申報二維碼，方可登機

來港
●逐步把各項登機前的文件確認程序電子化，包括經

系統核對來港人士申報的疫苗接種證明和指定檢疫
酒店預訂等相關資料，並將確認資料整合至電子健
康申報二維碼，讓來港人士可憑該二維碼，進行登
機前及抵達香港國際機場後所需的入境檢疫、 「檢
測待行」 、閉環轉送往指定檢疫酒店等程序
●來港人士可在機場內經 「快線」 通道，以健康申報
二維碼進行入境檢疫程序及獲安排登上指定檢疫酒
店點對點交通，大幅縮短在機場逗留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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