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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碼外傭退房 急尋賓館續家居監察

▲梁大衛指，新檢疫政策公布當天，已立刻收到過百
電話查詢及預約房間，反映需求強大。

【大公報訊】記者伍軒沛報道：因應新
的檢疫政策，首批 「黃碼」 檢疫客昨日起已
陸續提早退房。有外傭中介稱，昨日至少有
近200名外傭提早離開酒店，但由於這些外
傭仍需要4天家居醫學監察，不少僱主不敢直
接帶外傭回家，於是租住酒店與賓館予外傭暫住。
有賓館業界指，昨日起已經開始接收外傭進行醫學
監察，同時已收到數以百計的電話預約近一周的賓
館房間，預料未來一周起外傭房間的日供量會達到
500間。
因應新的檢疫政策，現時入境者只需在香港酒
店強制隔離檢疫3天，然後便可獲取 「黃碼」 4天家
居醫學監察。昨日起，首批 「黃碼」 人士已離開酒
店。香港僱傭公會主席陳東風估計，現時每日完成
檢疫離開酒店的外傭有近200人。但由於部分僱主
擔心外傭仍有傳播風險，或未準備好供女傭居住的

地方，所以需要再訂酒店或賓館讓女傭住到過醫學
監察為止。
「之前7天的酒店隔離，一般僱主會選擇5000
至7000港元價位的酒店，醫學監察只需入住普通酒
店，會便宜一點，4天大約1500元。」 但陳東風
指，酒店容易找，但要保證外傭三餐就比較麻煩，
僱主亦需要保證能夠提供食宿。

部分賓館憂傳播風險拒接待
香港旅館業協會創會會長梁大衛表示，昨日已
經接收到數十宗首日完成隔離的外傭， 「泰傭、菲
傭、印傭都有，也有一些旅客和本地人。」 梁大衛
指，新檢疫政策公布當天，已立刻收到過百電話查
詢及預約房間，大部分預約房間的外傭都是這周內
準備抵港的。由於新政策剛出台，將會吸引更多不
同目的的人來港，梁大衛估計未來一個月內，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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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選擇賓館。」 梁大衛
解釋，會下的賓館一般
都是不超過200元一晚的
價錢，即便住足四晚，也只是800，所需費用不到
住酒店一半，所以不少僱主都選擇賓館。若原本訂
了7天，繳付7000元酒店費用的僱主，最多會獲退
4000元，算上4天賓館和每日200元的餐費，僱主
至少可以領回2000元。
但由於部分賓館負責人認為醫學監察仍有傳播
風險，不接待外傭入住，梁大衛呼籲同業，在未來
或會大量需要賓館房間供外傭使用，希望同業能夠
相信政府的專業判斷，為所有客人提供住宿。



3+4檢疫周五生效 輸入確診個案或增

隔離設施月薪3.1萬急聘人手
有備無患

本港昨日新增確診連續第 天破四千
宗，隨着抵港人士隔離檢疫
安排
將於本周五生效，來港人數料會上升，衞生
防護中心預料，輸入確診個案比例可能增
加。政府準備增開社區隔離設施，近日公開
招聘 內務管理助理 ，月薪 萬元，合約
為期兩個月，本月內開工。今天下午 時截
止申請。
工聯會表示，據聞今次可能聘用數百
人。保安局稱，會不時檢視方艙設施管理事
宜，包括增聘人手及加強物資安排等。
大公報記者 欣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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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府 推 出 隔 離 檢 疫 「3 + 4」 安
排，預計來港人數會持續上升。

▲政府近日公開招聘 「內務管理助理」 ，為增開社區隔離設施做準備。

保安局前日（8日）在公務員事務局
網頁，公開招聘 「內務管理助理」 ，入
職條件包括已完成中五或同等程度教
育，有最少兩年旅遊業或展覽業工作經
驗，或持有獲香港相關體育總會認可的
有效教練或導師證書或同等資格；已接
種三劑新冠疫苗等。

合約兩個月 今傍晚截止申請
根據招聘廣告， 「內務管理助理」
主要職責包括透過在前枱操作電腦系

統，就在社區隔離設施暫住的檢疫人
士的入住及離開事宜執行相關職務。
工作地點包括社區隔離設施、酒店，
每周工作48小時。合約期由8月至10
月，其後可按月續期。
上月底有消息指，保安局增聘人
手管理社區隔離設施，陸續重聘旅遊
及體育界從業員擔任 「內務管理助
理」 ，月薪達3.1萬元，合約期為7月尾
至9月尾，其後可按月續期。大公報記
者當時致電保安局熱線應聘該職位，

職員答說不是公開招聘，要今年3月曾
通過面試，現為 「後補名單或曾做過
的」 。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上周六在
Facebook發文表示，啟德社區隔離設施已
「隨時候命」 ，配有獨立廁所和浴室，也
有少量家庭套房。他強調將會分區、人性
化管理。

增4045確診 涉262宗輸入
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總幹事林志挺

昨日對《大公報》表示，據他了解，
保安局在審核完申請者的資料後，
「 覺 得 OK 的 話 ， 會 在 今 月 隨 時 返
工。」 他說上次疫情高峰時招聘600餘
人，今次可能招聘兩三百人或五百
人，受聘人士可能會去竹篙灣及啟德
社區隔離設施，也可能去支援檢疫酒
店。
工聯會理事長、立法會議員黃國表
示，3月份的公開招聘效果很好，報名積
極性高， 「上次報名積極性很高，大排

長龍。」 當疫情緩和後，數個隔離設施
暫停運營，並遣散受聘人士。
本港昨日新增4045宗確診，包括
262宗輸入個案。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
主任張竹君昨日在疫情記者表示，放寬
酒店檢疫後，酒店房間會增加，預料輸
入個案比例亦會增加。
保安局昨日回覆《大公報》查詢表
示，保安局和民安隊會不時檢視有關管
理事宜，包括增聘人手及加強物資安排
等。



餐飲業：目視查碼效用低 應更新程式
【大公報訊】記者伍軒沛報道：餐廳等處所即日
起需以 「目視」 方式，檢查顧客 「安心出行」 內的
「疫苗通行證」 。而使用 「驗證二維碼掃描器」 的處
所負責人就要在本周五（12日）前盡快更新其掃描器
至4.4.0或以上版本，且須不遲於本月23日，確保有關
裝置營業時間內維持網絡連線。有餐飲業界認為，盡
快更新程式，對雙方保障較大。
根據新的疫情防控政策， 「疫苗通行證」 加入了
紅黃碼，持有紅、黃兩種顏色的二維碼無法進入需檢
查 「疫苗通行證」 的處所。為了識別新的二維碼，政
府要求所有需檢查 「疫苗通行證」 的處所昨日起，以
目測的方式檢查顧客二維碼。並呼籲各業盡快更新掃

描器至4.4.0或以上版本，並在不遲於八月二十三日確
保相關流動裝置在處所的營業時間內維持網絡連線狀
態。
飲食集團主席、稻苗學會榮譽會長黃傑龍認為，
目視檢查意義不大，盡快更新有關程式會較好，能夠
在遇到 「紅黃碼」 後發出警示聲，對店方和客人雙方
都有保障。但他擔心，絕大部分食肆採用的手機並無
使用數據卡，需要重新購買上網服務等，預料每月或
涉及數十元上網費用。同時他亦關注電話網速及當局
系統能否足以應付數據流量等問題，並就此問題向政
府查詢。黃傑龍引述政府回應指，新系統可同時應付
約400萬名市民同時使用，如有需要可再提升。

醫管局：黃碼員工快測陰性可上班

蔡若蓮：「黃碼」學生應主動申報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關慧敏昨日在疫情記者會表
示，持 「黃碼」 的醫管局員工，須每日快測及定期進
行核酸檢測，並留意身體狀況，如有不適，局方不建
議上班。她稱所有員工於工作時會戴上保護裝備。局
方不鼓勵員工飯茶敘，茶水間等用膳地方已設有分隔
座位，並安排員工在不同時間用膳。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昨日出席一個活
動後會見傳媒時，被問到有關持 「黃
碼」 的學生及教師的回校安排，她說根
據基本指引，如果學校環境許可，持
「黃碼」 的學生可以上學。 「黃碼」 學
生應主動向學校申報，並要做好快速測
試。根據指引，如果校內有活動及需要
午膳，應為 「黃碼」 人士提供特別安
排，例如隔板。
至於會否建議學生及教師回港7日後才回校，蔡
若蓮說，要視乎學校的環境、活動安排及學生的不同
學習階段，相信校方會因應實際情況作出調適。
懲教署昨天宣布，由即日起，持 「紅碼」 及 「黃
碼」 的人不得進入懲教院所（見圖）探訪。
入境事務處昨日表示，由今日起， 「紅碼」 或
「黃碼」 人士不能進入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馬頭角
羈留中心探訪。

【大公報訊】
安排為所有病人
本港疫情持續高
及員工進行檢
位，新增4045宗新
測，發現多2名病
冠肺炎確診個案，
人確診，加上8日
其中3783宗為本地
新聞公告的1名確
個案。
診病人，累計3名
醫院管理局
病人及1名員工確
指，昨日公布染疫
診。
出現嘶吼症的20個
醫院管理局
月大女嬰現情況穩
總行政經理關慧敏
定。另外青山醫院
表示，院方正研究
成人精神科女病房
當中有否關連，不
▲青山醫院累計3名病人及1名員工確診。
爆發感染，累計3名
排除社區感染。有
病人及1名職員確診。局方表示，不排除社區
關病人亦已隔離並接受治療，情況穩定。
感染。
她又指出，同房10名病人需要隔離檢
青山醫院成人精神科1名女護士，於本
疫。該病房暫停接收新症，並進行清潔和消
月4日經員工定期檢測確診感染，對此醫院
毒。

放寬，循序漸進
蔡樹文

【大公報訊】昨天是本港實
施 「紅黃碼」 安排首日，抵港後完
成三日酒店檢疫、正在醫學監察期
的人會獲發 「黃碼」 。醫院管理局
表示，持 「黃碼」 的醫管局員工，
若取得快測陰性結果，便可以上
班。教育局表示，鼓勵持 「黃碼」
學生向校方申報，校內應於午膳時
提供隔板等特別安排。

青山醫院4員工病人確診

政府縮短抵港人士檢
疫期，隔離檢疫由7日變成
透視鏡
「3 + 4」 ， 同 時 「 安 心 出
行」 引入紅黃碼。此外，
內地來港檢疫亦鬆綁，昨日起非來港易入境
的內地及澳門居民，居家強檢由7天減至3
晚，其後4晚自行監察，其間沒有外出限
制。
社會各界對入境檢疫措施鬆綁，反應正
面，認為有助經濟復甦。亦有意見認為現行入
境檢疫措施仍較嚴格，可再放寬。港大感染及
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認為，觀察新安排運作

兩個星期、檢視安心出行及返工返學運作等技
術性問題後，8月底前可改為 「0+7」 、即取
消酒店檢疫，以便與國際接軌。
目前染疫者雖然大多屬輕症，但每天感染
人數仍維持在4000多宗的高水平，未見回落
趨勢。加上新冠肺炎病毒變異，充滿不確定
性。如何放寬？何時放寬？必須以穩健為要，
避免極速放寬防疫措施後，出現大量輸入個
案，對整體社會經濟及民生產生得不償失後
果。
香港實在經不起疫情長時間折騰，在檢
疫措施鬆綁問題上，必須循序漸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