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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檢疫擬鬆綁 專家憂爆第五波
准齊針港人從極高風險地區入境 18歲以下留英生返港補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新冠肺炎疫

情，昨日錄得輸入及本

地「雙零確診」記錄，是

繼周一（12日）後4天內第

二次。有消息指，香港特區政

府擬對已打齊兩劑新冠疫苗的

本港居民，放寬入境檢疫安排，

從中高風險地區返港的檢疫期縮

至7天，極高或甚高風險地區返

港的檢疫期則為21天，並容許未

接種疫苗的18歲以下留學英國港

生暑假回港後才打針。有專家昨

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

言，英國等高風險地區近期疫

情進一步惡化，加上本港的機

場和檢疫酒店防疫仍有漏

洞，放寬有關人等來港限

制勢令風險急增，倘有

變種病毒流入社區，

將引發第五波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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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
政府今年4月及6月先後對菲律賓及印尼
航班實施「熔斷機制」，至今逾6,000名
有工作簽證的外傭未能來港，香港因此
出現「外傭荒」，外傭薪金更由法定工
資的4,630元搶高至五六千元，有僱主更
會開出八九千元的月薪。菲律賓駐港總
領事拉里德哈達表示會與特區政府商
討，讓已完成疫苗接種的傭工下月初可
來港。
在菲律賓、印尼等地的禁飛下，不少

外傭未能如期來港工作。香港僱傭代理
協會主席張結民昨日向香港文匯報指
出，已獲發工作簽證但未能來港的外傭
約有6,000多人，當中菲傭佔5,000人。
他表示，外傭平均工資現時已達5,500
元，個別僱主提供的薪酬更達八九千
元。

公會倡菲重發統一認證證書
有消息指，特區政府擬讓已接種疫苗

的外傭來港，有關人士須持有香港疫苗

接種計劃或世衞指明監管機構發出的接
種證明，但目前菲律賓及印尼的衞生部
門發出的接種記錄不被世衞認可，令措
施落實遇到阻礙。香港僱傭公會主席陳
東風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引述菲律賓
駐港總領事館指，由於菲國沒有統一的
疫苗接種記錄，不像香港般設中央數據
庫儲存接種記錄，增加認證難度，「菲
律賓每個省份及地區衞生機構發出的接
種疫苗證書都不同，建議菲律賓勞工部
或衞生部重新發出統一認證的證書。」
他續說，菲律賓政府5月底決定讓來

港傭工優先接種疫苗，估計他們最快本
月底或下月初完成兩劑接種，即使特區
政府放寬外傭來港安排，亦要下月中才
有外傭抵港。
菲律賓駐港總領事拉里德哈達昨日回

覆電台查詢時表示，會與特區政府商討
認可菲國的疫苗接種記錄，期望完成接
種的傭工下月初能恢復來港，並將進一
步探討能否容許未接種的傭工抵港或在
港檢疫期間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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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領事冀已接種傭工下月初恢復來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行政會
議成員及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
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後表示，本港
長者接種率偏低，認為適合接種流感
疫苗的長者同樣合適接種新冠疫苗，
呼籲長者盡快接種。
仁濟醫院昨日舉辦「仁濟安老送關

懷·愛心福袋賀回歸」活動，將向全港
的獨居或隱蔽長者送贈6萬個福袋，
並希望長者在緩和的疫情下保持警
惕，注意個人衞生。
林正財在活動上表示，在疫情下，
本港的高危人群是長者，但長者接種
率偏低，80歲以上更低，如果放寬社

交距離限制，長者面對的風險會比以
往更加高，特別是體弱和院舍長者，
故希望盡快提升長者接種率。
他說，以往院舍長者接種流感疫苗

接近八成，相信大部分院舍長者同樣
合適接種新冠疫苗。現時世界各地都
有資料在案，更剔除了科興疫苗60歲
接種限制。
專家組建議復必泰新冠疫苗可以解

凍後在攝氏2度至8度儲存一個月，林
正財表示，有關措施能便利注射安
排。而政府將會盡快與私家醫生商
討，在私家診所接種復必泰疫苗在運
作上會否有困難。

林正財：適合打流感針長者可接種新冠疫苗

英國政府昨日更新入境地區風險名單，將
香港列入「綠色名單」，下周一起入境

英格蘭的港人持有新冠病毒檢測陰性報告，抵
埗後兩天內接受檢測呈陰性將毋須接受隔離，
預計蘇格蘭及北愛爾蘭會跟隨。

來自A1地區 仍須檢疫21天
目前，英國、菲律賓、印尼等A1「極高風

險」地區人士不准入境香港，特區政府也禁止
有關地區的航班降落。有消息指，特區政府擬
「解禁」，來自A1地區的本港居民若已完成
接種疫苗就可以回港，但他們仍須隔離檢疫
21天，其間要進行4次病毒檢測，並在回港後
第26天再次檢測。
不過，由於英國未讓18歲以下人士接種疫
苗，故不少留英的港生仍未接種，特區政府正
考慮容許這些未打針的留學生暑假期間返港，
及在本港接種疫苗，但目前未有確實執行細節
和時間表。有指航空公司及酒店業界已獲悉相
關安排，以便作出準備。

梁子超：英疫情嚴重為何放寬？
然而，英國疫情近日進一步反彈，前日新增
4.2萬人確診，是自一月中以來最多，也是近
半年來首次單日新增病例超過4萬宗。呼吸系
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
言，不理解特區政府放寬有關限制的原因，
「Delta變種病毒在全球多地流行，打針最多
只有六成多的防感染成效，英國等疫情比起早
前禁飛航班來港時更加嚴重，為何現在要放寬
檢疫限制？」
香港先後有指定檢疫酒店和香港國際機場的
員工受輸入個案感染，梁子超認為，這反映出
機場及檢疫酒店在防疫措施上有漏洞，若仍未
填補有關漏洞便放寬入境限制，有可能令病毒
流入社區。
「放寬限制後入境人數便會大幅增加，風險
與人流成正比，愈多人來港，風險便愈高，到
時輸入個案會急升至每日幾十宗以至幾百宗，
Delta變種病毒傳播力較普通新冠病毒高一
倍，如果有病毒進入社區，便會引發第五波疫
情。」他說。

何栢良：或影響與內地通關復常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亦
對有關安排有所保留，他指出英國及印尼確
診個案不斷見新高，大部分地區出現Delta
變種病毒，加上台灣、新加坡及澳洲也經酒
店爆發超級群組，而本港隔離及檢疫設施雖
足夠，但關鍵是機場及檢疫酒店要守得穩
陣。
他說，目前香港機場員工的接種率與社會整
體接種率一樣只有三成左右，放寬措施會帶來
風險，本港一旦出現「走漏」個案，可能影響
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
另外，由於德國漢莎航空有乘客在本月12
日抵港後確診，特區政府宣布今日開始至本月
29日，禁止該航空公司客機從法蘭克福飛抵
香港。

擬調整外地港人入境安排
A1組極高風險地區：巴西、印度、印
尼、尼泊爾、巴基斯坦、菲律賓、南
非、英國

●目前規定

‧禁飛香港

●擬議安排

‧已完成接種兩劑疫苗並持有認可接種證明書的
香港居民，可恢復回港，抵港後須檢疫21天

‧檢疫期間接受4次病毒檢疫，抵港第26天再
強制檢測

‧身處英國的18歲以下香港居民，未有接種疫
苗亦可回港

B組高風險、C組中風險及D組低風險
地區：美國、加拿大、柬埔寨、法國、
日本、韓國、新加坡、越南等多國

●擬議安排

‧完成接種疫苗及血清抗體測試呈陽性，檢疫
期縮短至7天，其後7天自行監察

‧檢疫期間接受2次病毒檢測，抵港第12、第
16和第19天再要強制檢測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
港社會各界均關注香港何時與內地
恢復正常通關。特區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表
示，一直有與中央官員及廣東省領
導提及通關事宜，但除了要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外，也要疫苗接種率推
高至最少70%才能更有條件通關。
為提高打針誘因，目前有約6.4萬名
前線政府僱員需接種疫苗或定期進
行病毒檢測，政府擬要求更多政府
僱員強檢或打針，還會包括教師及
安老院舍員工，且日後的定期檢測
需要自費。
林鄭月娥表示，去年11月香港第

四波疫情未爆發前，本來已有條件
及初步方案與廣東省恢復正常通
關，而香港目前比當時更有條件通
關，惟除了要做好「外防輸入」
外，同時必須要有高的疫苗接種
率。

研更多公僕需接種定期檢測
她表明，目前40%的首劑疫苗接

種率並不足夠，至少要達70%接種
率，特區政府亦會以此作為兩地人
員恢復正常往來的基礎。目前，約
6.4萬名前線政府僱員需接種疫苗或
定期接受檢測，其中疫苗接種率已
超過70%。政府正考慮將更多政府

僱員納入該規定中，以進一步增加
接種率，且日後定期檢測或要自
費。
林鄭月娥還表示，正考慮教師於

新學年亦需接種疫苗或定期接受檢
測，政府亦會用各種方法提高安老
院舍員工的疫苗接種率。但為免引
起更大反彈，政府目前不會採取完
全強制打針措施，同時會持續監察
情況，「看看有沒有需要去到某一
個階段，採取比較嚴厲的措施去達
至為香港建立免疫屏障。」

無硬性指標要防疫措施一致
對有立法會議員指香港的外防輸

入措施異於廣東省，是粵港未能恢
復正常通關的原因。林鄭月娥表
示，並無硬性指標要求香港的防疫
措施與內地完全一樣才可以通關，
中央亦明白基於「一國兩制」，粵
港所採取的防疫抗疫措施很難完全
一致。
「我們沒有那種制度優勢，即係

當一宗個案發生時，整個小區不准
離開，亦有配套可以支持在這個不
准離開的小區內每位居民的日常起
居生活，但我們現時做的另一種方
式，中央都是予以肯定的，就是一
有個案，我們就封小區、強制病毒
檢測，然後才准離開。」她說。

●仁濟醫院主辦
「仁濟安老送關
懷‧愛心福袋賀
回歸」活動，在
國歌聲中拉開序
幕。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林鄭：最少七成接種才更有條件通關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高俊威）香

港旅遊業持續低迷，旅遊發展局昨日
公布，上月訪港旅客僅6,200人，按年
下跌57.6%，即每日平均僅207人訪
港；今年上半年訪港旅客累計約3.4萬
人次，按年下跌99%。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表示，特區政府很重視旅遊
業發展，會親自督導旅遊業的未來前
景，包括和國家文化和旅遊部研究在
逐步通關時如何開放旅遊板塊，但相
信難以回復至以前同時有個人遊、旅
行團及「一周多行」。

最大困難是人員往還
在昨日立法會答問會上，旅遊界議

員姚思榮問到特區政府在疫情繼續的
情況下如何支援旅遊業界，林鄭月娥
回應表示，目前最大困難是人員往
還，在未能與各地恢復免檢疫的人員
往還時，實難以推動旅遊業。
但她強調，特區政府必須做好部署，

待時機來臨可逐步通關時，會有更好的
基礎讓旅遊業重新發展。她會親自督導
旅遊業的未來前景，除已召開一次跨部
門會議，往後會研究如何更好地發揮粵
港澳大灣區「一程多站」旅遊。
她亦會親自跟國家文化和旅遊部研

究當能逐步通關時，旅遊板塊應該怎
樣逐步展開，但相信難以回復至以前
同時有個人遊、旅行團及「一周多

行」。

旅業大有前景 做好形象工作
林鄭月娥強調，香港的旅遊業仍大有
前景，因本港旅遊基建非常豐富，西九
文化區兩個世界級博物館及啟德體育園
將相繼落成，亦會有更多旅遊盛事，而
政府亦會支持會展業多舉辦國際會議。
她歡迎業界提出更具體的措施，如確實
可行及政府在財政上可承擔，毋須等待
施政報告亦會考慮採納。
林鄭月娥坦言，過去一段長時間，

香港部分人「趕客」，對內地旅客及
商務人士不友善，令他們對香港有負
面的感受。在向中央爭取政策刺激本
地旅遊業及零售業的同時，香港也要
做好形象工作，希望改變內地民眾對
香港的負面形象，待通關及政策配合
後更樂意來港。

●立法會答問會上，姚思榮問到特區
政府在疫情繼續的情況下如何支援旅
遊業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特區政府擬對已打齊兩劑新冠疫苗的本港居民，放寬入境檢疫安排，從中高風險地區返港的檢疫期縮至7天，
極高或甚高風險地區返港的檢疫期則為21天。有專家擔心將引發第五波疫情。圖為早前大批英國留學生搭乘航班飛抵
香港。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