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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遊研復辦增防疫條款
從業員須接種兩劑或定時檢測 團友要用「安心出行」



(

香港疫苗接種計劃展開後，部分被冰封的
行業有望局部正常化，其中停辦數月的本地
遊漸露復辦曙光。香港文匯報綜合業界消息
指，特區政府或會增加「本地遊防疫承諾
書」的條款，包括要求旅遊從業員須接種兩
劑疫苗或持有 72 小時內有效的檢測陰性結
果，團友則須使用「安心出行」程式記錄行
蹤。不過，本地遊最終能否如期重啟，仍要
視乎香港新冠肺炎疫情的走向，立法會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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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議員姚思榮認為，若本地確診個案保持低水平，本地遊仍有望 5 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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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估計行政會議將於下周作決定，料屆時會公布更全面的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旅遊業去年秋季曾一度獲准舉辦本地遊以挽救從業
員生計，惟短短個多月後因疫情反彈而被叫停。

疫情最近再趨穩定，本地遊有望復辦。姚思榮表示，原
本寄望行會可於本周通過本地遊措施，惟因特首林鄭月
娥前往海南出席博鰲亞洲論壇，估計下周行會才會就放
寬作決定。
香港文匯報綜合業界消息，政府或會增加「本地遊防
疫承諾書」的條款，要求導遊及旅遊巴司機等旅遊業從
業員在出發前須先接種兩劑疫苗，或持有 72 小時內的
陰性檢測結果，而團友則須在行程中使用「安心出
行」。

業界：用
「安心碼」
有保障
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業界對團友必須用「安心出行」的意見不大，「雖然
『安心出行』至今只有約300多萬人次下載，即起碼有一
半香港人無用，但這個安排對所有人都有保障。」
縱橫遊常務董事袁振寧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則表
示，政府早前曾要求本地團內所有人士，包括團員及職
員都須打完兩針才可出團，但業界均認為該條件不切實
際，因本地團以長者參加為主，難以要求具高危風險的
長者接種，故政府作出讓步。他續說，其公司亦只有約
一成的導遊接種了疫苗，故有檢測陰性結果作替代的做
法合理，但暫不知檢測費用由業界或政府承擔。
袁振寧並指出，其公司已有 10 個本地遊行程，費用
由 100 多元至 400 多元不等，他預計下月再推出多四五
條路線，加入海陸空元素，及加長旅遊日數：「我們擬
搞一些有 stayaction（宅度假）的行程；亦正與郵輪公
司洽商，希望搞公海遊，初步想法是三四日，費用約三
四千元。」袁振寧預計本地遊復辦後，一個月可接待二
三千人。

導遊多轉行 籌備開工需時
美麗華旅遊總經理李振庭表示，一直有預備行程，一
旦復辦本地遊可即時接受報名，但需要一星期準備，因
差不多全部導遊正做其他散工幫補生計，若順利復辦要
立刻通知他們開工。
駿景遊經理曾先生亦透露，已有基本行程計劃，但其
他細節要等政府公布才能定案，如團餐、旅遊巴等。他
指出，現時公司六七成導遊已轉行做其他工作，需時通
知他們返回原來崗位，希望政府盡快通知詳情，給業界
兩星期作準備。他認為復辦本地遊當然是好事，但未知
市民反應如何，現階段難預料生意反彈程度。

星港旅泡再延期 下月重啟機會仍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與新加坡原定去年 11 月開展「航空
旅遊氣泡」，但因疫情反覆一再延
遲。香港疫情早前緩和，特區政府再
與新加坡政府商討重啟氣泡，不過，
有消息指香港及新加坡原定昨日公布
細節，預期 5 月中旬展開計劃，惟因
兩地疫情有變，新加坡政府主動提出
延遲。
有消息指出，新加坡和香港原定昨
日公布旅遊氣泡細節安排，但最後一
刻被取消。另有消息人士指出今次是
新加坡方面主動決定推遲公布，但氣
泡仍爭取在5月開展。
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回
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未有回應上述消
息，亦未有提及延遲公布的日子，僅

崔俊明倡孕婦打復必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不少人都關注孕婦接種新
冠疫苗的問題。香港醫院藥劑
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昨日在電台
節目上引述哈佛大學醫學院一
項研究指出，孕婦接種例如復
必泰等的 mRNA 技術疫苗後，
產生的抗體水平較受感染的孕
婦高，更在臍帶血及母乳中發
現抗體，暫未發現不良反應，
認為政府應建議孕婦及餵哺母
乳的女性，在與婦產科醫生商
討後，接種復必泰疫苗。
崔俊明指出，孕婦屬新冠肺炎

首班滯英港人專機抵達 291人隔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首班接載滯留英國
港人的專機昨日清晨抵港，逾290名乘客在機場
接受病毒檢測，全部人結果呈陰性，隨即由專車
送往青衣華逸酒店接受21天隔離檢疫，並須於抵
港後第七天、第十二天、第十九天再接受檢測。
香港特區政府早前安排兩班專機接載滯英港
人回港，首班專機前日由倫敦出發，昨日凌晨4
時半抵港。昨晨近 8 時，291 名專機乘客陸續經
指定通道到接機大堂。他們先在禁區完成檢
測，全部取得陰性結果證明，身上更掛上識別
牌，在通道口讓穿着防護裝備的人員檢查其檢
疫令文件，再到指定位置排隊登記，分批乘坐
專車到青衣華逸酒店檢疫。
其中一名專機乘客對在機場採訪的媒體表
示，始終回到家，覺得很安心，又指滿意在機
上及落機後的安排。亦有乘客指，專機的經濟
機位很快就售罄，要改搭商務艙，多付 3 萬
元，「很貴，真是很貴。」
為減低交叉感染風險，接載他們的專車每輛
最多載 20 人。在場生署人員會記錄專機乘客
的專車班次，以便一旦出現確診個案，可追蹤
同車的密切接觸者。
食物及生局副局長徐德義在昨日最新疫情簡
報會上指出，第一班專機涉及291名乘客，於機

表示香港疫情自今年 2 月起漸趨穩
定，兩地政府一直就重啟氣泡積極討
論，有關討論已達至成熟階段，政府
會盡快公布詳情。新加坡交通部則表
示，兩地正密切磋商旅遊氣泡，未有
宣布恢復計劃的確實日子，但希望很
快會有宣布。
事實上，香港疫情近日持續反覆，
而新加坡近期疫情亦有回升，當地外
勞宿舍再爆集體感染。據外媒報道，
新加坡昨日新增 24 宗確診個案，包括
22 宗輸入個案，及 2 宗本地確診個
案，分別來自社區及外勞宿舍，令新
加坡累計病例達到 60,904 宗，或令氣
泡重啟再添變數。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昨早在電
台節目上表示，若港星兩地疫情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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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經檢測後全為陰性，並會於抵港後第七天、第
十二天、第十九天檢測，21天檢疫期屆滿後需自
我監測7天，第二十六天需再接受檢測。

擬 5 月解除英赴港限制
特區政府上月指英國疫情放緩，加上當地疫
苗接種進展理想，決定取消持續多月的登機限
制，並安排兩班國泰航空專機由倫敦接載滯英
港人來港，下一班專機將於下周三（28 日）出
發。另外，特區政府會於 5 月上旬解除從英國
登機來港的限制，但旅客抵港後仍須接受病毒
檢測和強制檢疫 21 天。登機限制解除後，只要
航空公司恢復由倫敦來港的航班，旅客便可自
行預訂機票和指定酒店。

高危群組，她們感染病毒後的嚴
重個案及死亡風險較一般人高 30
倍，如孕婦本身有慢性病則更高
危，因此若在諮詢醫生後認為好
處大於風險，孕婦都值得接種疫
苗。
至於已分娩的婦女，他指風險
就相對低，建議政府就懷孕或餵
哺母乳的婦女接種復必泰疫苗提
供清晰指引，認為尤其餵哺母乳
的女士可考慮接種有關疫苗，讓
嬰孩受惠。至於科興疫苗，他不
建議孕婦或餵哺母乳的女士接
種。

●因兩地疫情有變，新加坡政府主動提出延遲。圖為星港兩地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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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穩，相信下月重啟氣泡的機會較
大。他指出，香港和新加坡均希望盡
快啟動旅遊氣泡，但要視乎兩地疫情

控制，加上香港去年年底爆發第四波
疫情，至今隱憂仍未除，因此兩地政
府態度均較審慎。

港空氣淨化機缺貨
餐飲業再商對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特區政府提
出「疫苗氣泡」，讓食肆及酒吧可在員工
接種疫苗後延長營業時間及增加每枱人
數上限，飲食業界今日會再與食物及
生局開會討論相關細節。香港餐飲聯業
協會會長黃家和昨日表示，估計政府在
聽取業界意見後會調整措施，容許一些
未能接種疫苗的員工改為定期檢測。至
於政府要求全港食肆須於月底前改善換
氣量，黃家和指香港的空氣淨化機存貨
供應不足，會再與政府商討對策。
黃家和指出，鑒於部分飲食業員工因

身體狀況或特別原因未能接種疫苗，相
信政府會順應業界的要求及建議，容許
他們在自行申報後不用接種疫苗，改為
定期接受核酸檢測。至於會否收緊做檢
測的頻率，則有待政府決定。
談到食肆改善換氣量的要求，黃家和
指全港逾萬間食肆中，只有約兩三成已
下單購買空氣淨化裝置以滿足要求，其
餘食肆仍在觀望中。他估算全港食肆需
要六七萬部空氣淨化機，但連同正在生
產的裝置，本港只有 3 萬部存貨，未能
滿足要求，會再與政府商討如何解決。

港產抗疫手環國際發明展奪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新冠
肺炎疫情為全球帶來衝擊，同時亦激
發創新科技應對疫情，市民對科技產
品也愈見接納。香港物流及供應鏈多
元技術研發中心（LSCM）在最新一屆
「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一共勇奪4項獎
項，當中支援香港家居檢疫措施的
「居安抗疫」電子手環及監察系統奪
得金獎，另有3項與智慧城市相關的技
術奪得銀獎。LSCM 項目發展副總監
梁俊偉昨日透露，「居安抗疫」電子
手環及監察系統在疫情過後仍有作
為，或改為用於樂齡科技，例如用於
獨居長者以免走失，保障其安全。
LSCM 行政總裁黃廣揚昨日表示，
今次在發明展中奪得1金3銀是對他們
的一種肯定，也是對研發團隊的鼓
勵。他指出，持續近一年半的新冠肺
炎疫情為全球帶來衝擊和挑戰，創新
科技已成為抗疫、日常生活、工作等
一個重要的元素。
他形容「居安抗疫」電子手環及監
察系統是時勢「逼出來」，當時特區
政府正尋找監察家居檢疫的對策，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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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攝
巧 LSCM 在本港有研發中心，並有相
關技術，同時也得到各界支持，故設
計出來。
梁俊偉介紹整個監察系統，包括電
子手環、手機應用程式、後台的雲
端、前線也有不同的政府部門監察系
統運作，透過在檢疫地點安裝追蹤裝
置，並配對檢疫人士佩戴的電子手
環，進行遠距離監測，以確保檢疫人
士身處於安裝了追蹤裝置的位置內。
他憶述，去年年初四收到特區政府
邀請進行設計，當時最大困難是市面
上有很多店舖已收爐，原材料也有
限，多次去鴨寮街、新填地街等地採
購，亦以舊項目的電子材料製作，

「舉行新聞發布的時候，一共只完成
10 個手環，當中 5 個手環用以新聞發
布，其餘仍在調整，在科學園原是實
驗室的地方變成生產線，連夜趕製手
環予生署。」
疫情會有完結一天，電子手環及其
技術會否有其他發展方向？梁俊偉透
露，其中一個方向是應用於樂齡科
技，例如使用於獨居或患有腦退化的
長者上，以免他們走失，保障其安
全。黃廣揚表示，該系統有作長期使
用的準備，一些較重型、主機等是有
回收再用，但也曾因應實際情況，如
檢疫人數太多時，曾使用廉價、一次
性、不回收的電子手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