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昨日公布優化抵港人士的
隔離及檢疫政策， 「3+4」 檢疫模式將
於本周五實施。新政策有科學根據，符
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各界期待，值得肯
定。當然，香港疫情形勢仍然嚴峻，遠
未到全面放寬的時候。特區政府動態調
整抗疫措施，值得點讚，另一方面，仍
須加強監察和執法力度，確保新政策不
會造成新漏洞。
在新安排下，入境人士只需3天酒
店檢疫加4天居家醫學監察，所需時間
大為縮短。政府為此提供了理據。例
如，自7月初增加第三天在檢疫酒店檢
疫期間進行核酸檢測後，入境人士首兩
次核酸檢測合共發現大約80%的輸入個
案。政府認為，在檢疫酒店發現陽性個
案的比率低於社區發現本地感染個案陽
性的比率，強制進行更多日數的酒店檢
疫，不符成本效益，亦有欠精準及針對
性，因此決定優化相關政策。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各
種商務行程及經濟活動需要與世界各地
連通，放寬檢疫安排符合香港的實際需
要。過去兩年來，香港為抗疫及提振經
濟已付出六千億元公帑，這種模式不可

持續；香港今年首兩季都錄得經濟負增
長，全年經濟增長不樂觀，明年形勢更
為嚴峻，即使特區政府再度推出消費
券，對零售及飲食市場有一定的提振作
用，但誰都明白，這解決不了香港經濟
的結構性問題。香港振興經濟的根本之
道，在於盡快與內地及國際恢復通關。
如今優化檢疫安排，方便旅客入境，整
體上有利於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絕不能輕視放寬檢疫帶
來的風險。新舉措的四大環節 「劃一檢
疫安排、三天強制檢疫、四天醫學監
察、持續監察及檢測」 中， 「四天醫學
監察」 顯然最容易出問題。這就要求有
關部門須確保 「紅黃碼」 制度有效落
實。該紅碼的就紅碼，該黃碼的就黃
碼，不該進入的場所就不能進入，有關
部門加強執法，社會各界特別是商家密
切配合，才能做到防疫和發展 「兩不
誤」 。否則，萬一疫情失控，只會打斷
香港復常的步伐。香港歷經五波疫情，
在這方面的教訓足夠深刻。
值得警惕的是，目前香港出現一種
盲目樂觀情緒，有人認為疫情已到 「尾
聲」 ，無需嚴格執行政府抗疫政策。昨

日亦有企業發出聲明，要求政府進一步
放寬檢疫安排，甚至全面取消機組人員
和旅客的隔離檢疫要求。的確沒有人喜
歡檢疫，沒有人喜歡長期戴口罩生活，
有關訴求不難理解，但不符實際。且不
說香港目前每天仍有約四千宗感染個
案，從疫苗接種率看，香港仍有 「一老
一少」 這兩大軟肋；從發展經濟的角度
看，香港需要盡快同國際通關，更需要
盡快同內地通關，後者的重要性更大於
前者。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加快共
建大灣區，是香港前途之所繫，這是毫
無疑問的。
一言以蔽之，香港抗疫是國家抗疫
的一部分，香港調整檢疫安排必須考慮
對內地抗疫以及兩地通關的整體影響。
香港的客觀現實和長遠利益，決定了抗
疫政策必須步步為營，穩妥至上。特區
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將按照疫情發展
和科學數據分析，適度調整抗疫措施，
務求在保障市民健康的同時，減低對社
會正常活動的影響，以最小的代價換取
最大的效果。市民期待政府的新舉措能
有效平衡抗疫與經濟發展的需求，為香
港打開新局面。



放寬隔離求穩妥 抗疫意識勿放鬆

應正視寮屋問題
劏房和寮屋都是香港的不適
切居所，寮屋多過劏房，寮屋戶
甚至慘過劏房戶，但劏房問題受
到的關注明顯高於寮屋，這反映
了一個事實：寮屋問題比劏房更
複雜、更棘手。
寮屋是指在非法佔有的政府
土地或在私人土地上違規建立的
簡陋建築物，是香港歷史遺留問
題之一。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港
英政府實施寮屋登記制度，禁止
新建寮屋，現有寮屋不得擴建，
直至因發展計劃、安全或環境因
素而清拆，或直至自然流失而被
取締。在寮屋管治政策下，寮屋
在香港的存在數量理論上只會越
來越少，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現時已登記的寮屋已有38萬
個，仍然作為住宅的則是8萬多
個。對於還有多少寮屋未登記，
特區政府心中無底，寮屋問題的
複雜性由此可見一斑。
港九新界都有寮屋存在，新
界更多，各區土地政策不盡相
同，特別是有些寮屋建於私人土

地，處理起來掣肘更多。亦因
此，歷屆政府都將寮屋問題視為
燙手山芋。發展局前局長黃偉
綸去年曾表示，每年被清拆的寮
屋約1000間。照此進度，香港要清
拆完所有寮屋需要380年之久！這
還是在不再有新僭建的前提之
下。
寮屋問題並非短期之內可解
決，絕不能低估有關問題的難
度，但這不是將問題束之高閣的
理由。竂屋問題本質上是香港的
房屋土地問題，新一屆特區政府
須迎難而上，啃下這塊 「硬骨
頭」 。中央也明確要求特區政府
打破利益的藩籬，切實排解民生
憂難，在解決房屋問題上更要下
大力氣，用真功夫。
正如有議員指出，政府應先
掌握寮屋的具體數據，再審視相
關條例，該修改的就修改，該調
整的就調整，務實有序推進。這
關乎香港的整體利益，問題不能
再繼續拖下去了！

龍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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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上周連續多日報道機場檢疫
耗時長的問題後，政府昨日公布調整機場檢
疫安排，縮短旅客留在機場的時間。
另外，《大公報》昨日亦報道海外抵港
人士曾先生日前因在 電子醫學監察系統
錯選快測結果為陽性，雖已糾正資料卻未獲
核酸檢測，難以離開酒店。曾先生昨日中午
終得以在酒店接受了核酸檢測，目前正等待
檢測結果。

大公報記者 邵穎

﹁

◀《大公報》於上周報道機場檢疫耗時長、酒店檢疫
人士遇困難後，政府即公布調整機場檢疫安排，縮短
留在機場的時間。

﹂

獲二維碼供航空公司查核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昨日宣布，會
進一步完善來港登機及抵港檢疫檢測的流
程。本周五（12日）起，從海外地區或台
灣來港的人士必須預先在網上完成衞生署
健康及檢疫資訊申報表，申報完成疫苗接
種的紀錄及提供指定檢疫酒店預訂等相關
資料，並須在辦理登機手續時，出示完成
申報後生成的健康申報二維碼供航空公司
查核，方可獲安排登機。
來港人士只要疫苗接種申報符合登機
要求，指定檢疫酒店的預訂資料亦經系統
成功確認，便會獲發綠色的健康申報二維
碼。持綠色健康申報二維碼的人士辦理登
機手續時，將毋須進一步核對疫苗接種紀
錄及指定檢疫酒店預定確認書等資料。
抵港後，他們可憑綠色健康申報二維
碼取道 「快線」 通道，登上指定檢疫酒店
的點對點交通。系統會以電子方式發出檢
疫令、醫學監察通知書、疫苗接種紀錄及
臨時 「疫苗通行證」 二維碼，免卻他們多
次出示文件，大幅減省在機場逗留的時
間。

誤報陽性檢疫客 獲恢復核檢

業界料外遊及訪港旅客顯著增加
【大公報訊】記者邵穎報道：對於縮短抵港
人士的酒店檢疫安排，旅遊業表示歡迎，相信出外
旅行人數會增加，行會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
預料，訪港人數將顯著增加，政府在各項配套方面
要妥善配合；多個商會歡迎新措施，認為有助於香
港與國際重新接軌。

有助香港與國際重新接軌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認為，有關安排可大大減
低入境人士來港或返港的不便，認為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必須與時間競賽，酒店檢疫期 「愈短愈

好」 。他建議政府採取 「循序漸退」 的方式，逐步
減少檢疫日數，並允許家居條件許可人士進行家居
隔離，其間他們可透過 「點對點」 方式往返住所及
工作地點。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柏良指出，新安排為香港
打通對外聯繫踏出重要一步。他認為 「3+4」 方案有
助吸引商務旅客來港，但未必有助吸引觀光客。
至於能否刺激本地市民外遊，仍待觀察。他希望政
府能擬定通關復航的時間表，讓本年底有機會實現
入境免酒店檢疫，令旅遊業逐步復甦業務。
香港總商會認為，縮短酒店檢疫日數有助減少

飲食及零售業：措施有助提振經濟
【大公報訊】記者吳俊宏、伍軒沛
報道：飲食界及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都表
示，歡迎政府放寬入境香港檢疫措施，
相信由海外抵港人數將會上升，有助於
香港提振經濟，改善民生。
飲食界議員張宇人認為， 「3+4」
方案是用科學數據訂出，相信不會影響
與內地通關進程。至於「紅黃碼」措施，
他認為對飲食界會造成一定困難，但相
信對生意不會有太大影響。在「紅黃碼」
措施下，手機需更新至新版本的驗證二
維碼掃描器，他提醒業界盡快更新。
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志光昨表
示，即使有人使用的安心出行沒有上
網，二維碼顯示為藍色，但新版本的驗
證二維碼掃描器，亦可自動偵測到是否
屬於紅黃碼人士。張宇人表示，大部分
食肆現時所使用手機都沒有連接到互聯
網，而新版本的掃描器，須在營業時間
全程上網，避免有顧客的手機沒有連接
上網，以隱瞞紅碼。張宇人希望食環署
能派員協助小型食肆，更新有關程式。
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認為，新
措施對旅遊業及經商人士會更方便，而

本地市民和海外旅客來港的障礙，而檢疫人士完成3
天酒店檢疫後，可獲准進入不受疫苗通行證限制的
處所，是朝正確方向邁出的積極一步。
中華廠商聯合會表示，新安排減少商務人士訪
港的時間及金錢成本， 「紅黃碼」 安排既滿足入境
人士需要，又保障市民健康，希望特區政府繼續循
「對國際加快鬆綁，對內地爭取便利」 的方向，加
緊推進香港與海外、內地人員流動的 「復常」 。
機管局歡迎調整入境人士的檢疫安排，相信有
助航空交通復甦。國泰航空認為，有關措施對促進
旅客來港具正面作用。

黃碼學生回校前 必須做核酸測試

「紅黃碼」 對非在表列處所內的零售界
影響不大。業界大多支持新的檢疫措
施，因為能夠限制確診者流動，減少其
他市民受感染的風險。
由於 「紅黃碼」 的推出，全港的處
所都需要更新安心出行的掃碼系統。香
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認為，要升
級系統並不困難，而市民已經習慣，預
料不會出現不配合的情況。
另外， 「紅黃碼」 新措施於12日
正式推行，不少已在隔離酒店的住客都
可提早結束隔離檢疫期。奧斯酒店營運
總監崔定邦表示，由於大批住客能提前
離開酒店，預料初期每天會有2萬住客
離開檢疫酒店。但酒店的退款手續需時
完成，望市民耐心等候。

飲食界相信新措施對
▼
生意不會有太大影響。

本月初從加拿大抵港的曾先生，因不
慎在 「電子醫學監察系統」 錯選快測結果
為陽性，雖然第一時間聯繫工作人員，但
相關跟進始終不到位，《大公報》昨日報
道相關情況後，曾先生反映昨天下午2時
50分已有工作人員上門採樣，目前在等待
進一步檢測結果。
他還提及，此前抵港時原以
為要等3個多小時，未想機場安
排有序，僅1.5小時就順利上
車，認為也與此前關於機場檢疫
耗時長、酒店檢疫人士遇困難的
報道有關，幫助縮短了留在機場
的時間。

▲旅遊業界期望，政府對入境檢
疫安排鬆綁，出外旅行人數將會
增加。

【大公報訊】記者吳俊宏、
鍾怡報道：針對黃碼學生可返校
的措施，有教育界議員認為，此
舉對社會復常有益。亦有校長會
主席認為，黃碼學生上學前也要
做核酸測試，呈陰性才能返學，
相信不會有太大風險。
教聯會副主席、立法會議員
鄧飛對實施 「3+4」 檢疫新措施
及同步實施 「紅黃碼」 的安排表
示支持，認為此舉為香港社會復
常走出重要一步，相信有助平衡
防疫及社會運作需要。他指出，
根據醫務衞生局的指引 「黃碼」
人士是該等處所的員工、教職員
或學生，可以在醫學監察期間上
班、上學。他表示，教育界會跟
從醫衞局的指引，亦會密切留意
新措施運作情況，希望當局設立
諮詢渠道回應市民查詢。鄧飛亦
希望政府會加強檢討政策，包括
爭取縮短與內地通關的檢疫日
期，恢復兩地正常往來。
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

勇邦說，該措施經專家研究後推
出，有科學依據；而且黃碼學生
上學前也需做核酸測試，呈陰性
才能返校，相信不會有太大風險。

呼籲家長與學童打齊針
張勇邦建議，學校屆時需出
通告提醒家長，小朋友若出現病
徵或感到不適，切勿返校；若返
校後發現病徵，需再做檢測，並
通知家長將孩子帶回。此外，家
長亦需打齊針數，才能更好的保
護孩子。
該 措 施 8 月 12 日 執
行，正值學校開始放暑
假。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
委員會主席方奕展認為，
通過暑假這段時間內，可
以檢驗該措施的運行效
果，以令學校在9月開學
前可再考慮應對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