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推出的「安心出行」

手機應用程式今日啓用，食

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

指出，若用戶不幸確診，則必須要把流動應用程式內的出行記錄

上傳予衞生防護中心，以協助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創新及科技局

局長薛永恒強調程式確保私隱，至於要確診者上傳出行記錄，他

則指法律框架內已有查問出行記錄的相關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薛永恒：法律賦權查問出行記錄 程式已保私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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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出行啟用 確診上傳行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原定7
月中舉行的香港書展，因應疫情押後
至12月16日至22日舉行，惟本港近日
疫情反覆，能否如期舉辦存在變數。
香港貿易發展局副總裁周啟良昨日指
出，局方會與書展協辦機構商議是否
如期舉行，表示明白書展對書商的重
要性，但認為抗疫是首要考慮。
周啟良昨日在電台節目表示，書展
對出版業界十分重要，而書展準備工
作進行得如火如荼，有八成即逾600個
展商已報名參展。不過，政府因應疫
情變化收緊防疫措施，因此要再與業

界商討，他強調安全是首要任務。
他又表示，貿發局疫情下今年4月至

7月已舉行3個網上展覽，共有2萬個
供應商參展，吸引420萬人次網上觀
展，反應不錯。他認為網上展覽同樣
可幫助參展商接觸買家，甚至是以往
較少來港觀展的買家，而實體展覽較
網上展覽能為展覽商及買家提供較深
入的討論，認為疫情後網上展覽與實
體展覽可以雙軌並行。

會展業資助延長至明年底
另外，政府昨日宣布本月30日啟動

「會議展覽業資助計劃」下有關香港
貿易發展局的部分，會延長整項資助
計劃至明年年底，以鼓勵更多會展活
動在香港舉辦。
資助計劃下有關貿發局的部分，會

資助所有參與貿發局舉辦的展覽參展
商一半參加費用，每個9平方米攤位資
助額以1萬元為限，每間參展商每次最
多可獲資助10個攤位。貿發局主要會
議的參加者亦可獲資助一半參加費
用，每次上限1萬元。受惠參展商及主
要會議參加者無須另行申請，貿發局
會從應收款項中直接扣除有關資助。

此外，符合資格的中小企可以同時就
活動的參加費用，申請「中小企業市場
推廣基金」的對等資助。貿發局和工業
貿易署會簡化申請程序，以便合資格中
小企獲得有關資助。

年底是否辦書展 視疫情再商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本港疫情反
覆，社交距離措施今日起再度收緊，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指出，也許有人認為強
制檢測不可行，但現實是長期有疫情爆發，對
經濟與民生更不可行、對需要家人探望的住院
長者及需要維持營運的小商店及打工仔也不可
行，必須作出取捨，須以爭取「清零」為目
標，才是最大程度保障最多數市民健康與利
益，即使強制檢測會為市民帶來一時不便，卻
是「性價比」最高的選擇，是以較低程度的影
響，換取最大程度安全的生存空間。
陳茂波表示，本港經濟正處低位整固，第三

季經濟收縮3.5%，相較上季收縮9%已呈現緩
和，惟近日疫情反覆，擔心情況持續將再對經
濟造成壓力。要避免經濟受嚴重打擊，必須制
定全面、適切有力的應對方案，認為要穩住經
濟的關鍵是盡快妥善處理疫情，以至在本港與
內地人民均能安心的前提下，盡快與內地恢復
通關，因此必須痛下決心，重新檢視控疫的策
略和措施，貫徹「嚴防輸入、內爭清零」目
標。對於入境人士須嚴防其帶來病毒的潛在風
險，更全面的採樣檢測、定點隔離、接觸追蹤
都是必須有的常設步驟。
本地方面，他認為須以爭取「清零」為目標，

社區仍存在隱形傳播鏈威脅，無論是出現小型群
組爆發抑或持續有零散個案，也許都需要透過較
全面的強制檢測，盡力找出所有被感染人士，以
中斷所有傳播鏈。只有這樣才可讓巿民生活及出
行回復正常。
他續說，在意見紛陳的社會，實難找到各方

都認為完美的進路，而在現實中，最終也只能
以整體社會利益作考量，選定一個相對較佳的
應對方案，並堅定執行，才能爭取政策措施發

揮最大成效。外國不少例子顯示，時鬆時緊的策略，結果
不但談不上經濟恢復，甚至連抗疫成效也變得脆弱和短
暫，最終賠上民眾的健康和生活。

張建宗：防疫宜緊不宜鬆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亦在網誌中指出，第四波疫情一觸

即發，應對疫情宜緊不宜鬆，政府收緊部分社交距離限
制，加強實施針對入境人士的檢疫安排等系列防疫措施
外，亦即時引入強制檢疫法律框架，讓政府可要求某類人
士接受檢測，以及指明的註冊醫生可要求有新冠病徵的病
人檢測，達至「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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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出行」計劃推出初期會有約
6,000個公私營場所以及1.8萬

輛的士參與，下載有關程式的用戶只要
用手機掃描參與場所貼出的二維碼，便
可記錄自己的行蹤。陳肇始昨日發表網
誌，呼籲市民使用這個應用程式，指出
程式是便利市民記錄自己進出的不同場
所及時間的數碼工具，記錄自己進出不
同場所及時間，若日後曾到訪的場所出
現感染個案，流動應用程式會向用戶發

出通知，從而增強市民的警覺性和自我
保護意識，以及出入不同場所的信心。
她指出，倘用戶不幸確診，經衞生防

護中心核實後，用戶則必須把流動應用
程式內的出行記錄上傳予衞生防護中
心；確診者若未有使用「安心出行」流
動應用程式，他所提供在傳染期內曾到
訪場所的資料，亦會以公開數據形式發
放，讓流動應用程式向曾同日到訪相同
場所的用戶發出通知，以提醒用戶。

無中央系統記錄行蹤
另外，薛永恒昨日在立法會議員易志

明及香港的士業議會與香港的士商會代
表陪同下，到上環石油氣專用加氣站了
解的士業界如何響應政府推展「安心出
行」流動應用程式。
對於有人擔心程式的條款列明用戶確
診必須上載行程資料，他表示現時醫護
人員發現有確診個案後，第一件事便是
查問對方過往的出行記錄，法律上亦賦
予相關人員有法律權力要求提供資料，
所以這是一個在法律框架內已有的相關
安排，但政府取得程式內的資料前亦會
先徵求確診者的同意。
他表示，政府充分理解市民對個人私

隱的重視，「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亦確
保私隱，因市民是自願下載程式，而每
次到達一個處所時，可以再決定是否掃
描二維碼記錄行蹤，相關資料亦只會記
錄在自己的手機內31天，「完全無一個
中央記錄系統記錄相關出行記錄，就算
你作為機主，如果你想睇自己手機嘅出

行記錄，我哋亦無呢項安排。」

搭的掃「黃牌」落車按「離開」
衞生防護中心一直有公開確診者曾到

訪處所，但薛永恒指未必每個巿民都可
以每日瀏覽網站有關確診者到訪的大廈
資料，與自己的出行記錄作比對，這相
對來說較費時失事，而程式則不但方便
市民，亦可以做到精準抗疫，「好多時
候我哋就算知道確診者去過嘅大廈，但
唔知我哋同佢哋到訪嘅時間會唔會有重
複或類似。」
薛永恒表示，巿民今日安裝這個手機

程式後，搭乘的士時只要在車廂內啟用
程式的相機，掃描後座車門的黃色車牌
並於下車時再按「離開」鍵，就可以記
錄相關的士號碼和乘車及到達的時間，
若有確診者曾乘坐同一的士，程式就會
向用戶發出通知。
全港暫已有1,000多間私營場所包括食

肆、酒吧，以及5,000個政府場所已貼出
二維碼，讓市民透過程式掃描登記行
蹤。

▲政府室內運動場門口有二維碼可供掃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薛永恒（右）昨日與立法會議員易志明及的士業界一同推廣「安心
出行」流動應用程式。

■貿發局會與書展協辦機構商議是否
如期舉行書展。圖為去年香港書展盛
況。 資料圖片

■陳茂波指雖然強制檢測會為市民帶來一時不
便，卻是「性價比」最高的選擇。 網誌圖片

��(���

區 域 全 面 經 濟 夥 伴 關 係 協 定
（RCEP）昨日正式簽署。RCEP 造
就全球最大自貿區，區內超九成商品
零關稅，這是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的
重大勝利，是東亞經濟一體化建設的
最重大成果，將為亞太和世界經濟復
甦注入強大新動力。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貿易中心，是開放的外向型經濟
體，應積極爭取成為RCEP成員，在
區內供應鏈、產業鏈重建發揮作用，
分享到全球最大自貿區蓬勃發展的巨
大紅利。

RCEP是全球最大的自貿協定，成
員國包括發起的東盟 10 國和中、
日、韓、澳、新共 15 國，總人口、
經濟體量、貿易總額均佔全球總量約
30%。RCEP協定是一個全面、高質
量的協定，不僅涵蓋貨物貿易、爭端
解決、服務貿易、投資等議題，也涉
及到知識產權、數字貿易、金融、電
信等新議題，貨物貿易零關稅產品數
整體上超過90%，服務貿易和投資開
放水平顯著高於原來的「10+1」自
貿協定，對未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
發展的積極影響不言而喻。

在當前世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逆
流持續，新冠疫情給各國經濟造成嚴
重衝擊之際，RCEP作為全球最大自
貿區的誕生和建設，區內各國降低關
稅、開放市場，貿易壁壘顯著減少，
是區域和世界經濟的重大利好，無論
對區域內外發展、應對貿易保護主
義、實現區域均衡發展，均有重大意
義。正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指出的，
當前國際形勢下，RCEP經過8年談

判得以簽署，表明多邊主義和自由貿
易是大道、正道，仍然代表世界經濟
和人類前進的正確方向。新加坡總理
李顯龍也認為，在多邊主義正失去優
勢、全球增長放緩的背景下，RCEP
是全世界邁出的重大一步。

更令人關注的是，在 RCEP 協定
框架下，中國和日本首次達成了雙
邊關稅減讓安排，實現歷史性突
破，這不僅是中日經貿關係的重大
突破，更是東亞經濟一體化建設近
20 年來的最重要成果，這意味全
球第二大、第三大經濟體加快市場
一體化步伐，有力提振區內及世界
貿易、投資互利共贏合作的信心。
中國一直積極參與 RCEP 談判，主
動降低關稅、開放市場，作出更多
更 大 的 承 擔 。 RCEP 能 夠 水 到 渠
成，中國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方表明，將一如既往同各方合作
做好 RCEP 的實施工作，使成果更
早惠及區內的企業和民眾。

香港與RCEP成員國的貿易往來頻
繁，2018年香港與RCEP成員國的貿
易總額達8,369億美元，佔香港貿易
總額的74%。香港已與東盟簽署自貿
協定，一直努力爭取在RCEP完成談
判後加入協定。毫無疑問，RCEP將
會為香港帶來更多貿易、投資機會，
香港以金融為代表的現代化服務業，
可在RCEP協定下拓展更大空間。香
港要充分利用「一國兩制」的優勢，
在中央的支持下，爭取早日成為
RCEP成員，搭上多邊合作、互利共
贏的區域發展快車。

香港要積極分享RCEP的自貿紅利
特區政府今日推出「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專家

普遍擔心，自願下載追蹤程式，存在使用率低、影
響效果的問題。參考內地、韓國、新加坡的成功控
疫經驗，採取大規模、強制性的追蹤措施不可或
缺，值得本港認真研究仿效。為擺脫疫情不斷反覆
的惡性循環，政府應通過加強法例規管，做到有效
防疫和保障私隱兼顧，破除對使用追蹤程式洩漏私
隱的憂慮和迷思，更積極推動強制追蹤機制的建
立，早日實現本地個案「清零」。

本港疫情再度反彈，重啟與內地的雙向通關、復
甦本地經濟遙遙無期。「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協
助市民在疫情下儲存出行記錄，但由於屬自願性
質，有醫生和資訊科技界人士均擔心，應用程式的
實際成效存在很大疑問，原因是擔心市民參與度
低，難以有效追蹤患者及接觸者。

現時國際上普遍使用的追蹤系統，主要有集中式和
分散式。集中式將資料儲存在中央資料庫，例如政府
系統；分散式則儲存在使用者的裝置，本港「安心出
行」屬於此類。出於擔心洩漏私隱的問題，這些系統
都面對使用率偏低的問題。歐洲疫情再度惡化顯示，
完全靠民眾自願參與，發揮不出系統應有的追蹤效
果，根本無助達至抗疫「清零」目標，令抗疫進程漫
長，民眾要忍受疫情的反覆威脅和折磨。

亞洲的中國內地、韓國、新加坡，採取健康碼、
接觸者追蹤等帶有強制性的防疫手段，效果顯著。
內地健康碼要求民眾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填報個人資
料及行動記錄，政府會把資料與大數據庫資料比
對，較準確追尋確診者的活動足跡；韓國利用分析
手提電話訊號、信用卡交易等大數據，公布患者詳
細行蹤；新加坡今年9月起向全國500萬人免費派發
可隨身攜帶的追蹤器，預計本月底實現「人手一
機」，追蹤器採用藍牙技術，數據儲存在設備中。
一旦使用者確診，政府將收回追蹤器並分析內部數
據，及時找出密切接觸者。內地、韓國、新加坡穩
住疫情，經濟、社會秩序逐步恢復正常，採取大規

模強制追蹤功不可沒。
採取必要的追蹤防疫手段，並不意味私隱無保

障。內地今年4月出台了《個人健康信息碼》系列國
家標準，強調「個人健康信息服務及其應用採集數
據時，應獲取用戶的明示同意或授權同意，並承諾
對相關隱私內容進行保密」；新加坡的追蹤設備，
數據也儲存於個人設備中，只有確診感染者才須交
由政府處理相關信息。這些針對個人隱私的明確規
定，令民眾對追蹤手段釋除疑慮，形成有效防疫的
良性循環。

本港採取程式追蹤，市民關注私隱保障可以理
解，但過分擔心完全沒有必要，更不應對追蹤技術
持懷疑、否定的態度。入境處、稅局、醫管局、銀
行等公私營機構掌握大量市民資料，全港數百萬市
民使用的八達通，鉅細無遺記錄市民每日行蹤，但
從來沒有人因為擔憂洩漏私隱而棄用這些服務。 可
見，因為擔心私隱問題而拒絕強制追蹤，無異於斬
腳趾避沙蟲。

政府早前把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嚴重新型傳染
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納入《預防及控制疾病條
例》中的法定須呈報傳染病。衞生署曾要求警方使用
「超級電腦」協助追蹤病源。私隱專員曾表示，不論
在國際或本地法例下，政府均有充分的法律及正當合
理的基礎，以超級電腦等收集及使用於網上、包括社
交媒體或實體形式取得的資料，以追蹤新型冠狀病毒
病人或潛在帶病毒者，這符合涉事者利益和公眾利
益，亦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做法一致。

私隱專員公署指出，私隱權可能受與其有衝突的
權利和利益約束，例如公共衞生和公眾利益，以及
資料當事人和社會上其他人的生存權。政府為保護
生命，可採取適當措施處理傳染病傳播等可能直接
危及生命的情況。可見，保障私隱不應成實施強制
追蹤、防疫救人的障礙。當然，政府可在法律上進
一步明確使用個人資料的限制，承諾加強對隱私保
密，令強制追蹤和保障私隱共存不誤。

破除洩漏私隱迷思 堅定落實強制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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