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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領事子女違檢疫令四處播疫
法界：外交豁免權令港府難檢控 專家倡一律酒店隔離
香港對領事人員及直系家屬的入境免檢疫制度再令本港



(

防疫措施瀕臨破功邊緣，昨日新增的 5 宗輸入個案中，包
括沙特阿拉伯駐港領事的一對子女。他們早前抵港獲豁免

酒店檢疫，改為居家隔離，但被揭發未有遵守檢疫令，其間先後到山頂廣場、東薈城及東涌纜車站
「播疫」。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外國駐港領事家人享有外交豁免權，特區政府難以就違反檢疫令對
兩人作出檢控。有防疫專家則建議特區政府撤銷外交人員及其家屬的防疫豁免權，一律要求他們入
住酒店檢疫，防範病毒進入社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兩名確診的沙特阿拉伯領事子女分
別 11 歲（個案 11,968）及 13 歲

（個案 11,971），其中 13 歲的姐姐帶
有 L452R 變異病毒株。特區政府前日
在兩人初步確診後已經即時圍封他們
所住的太古城唐宮閣，要求所有居民
接受強制檢測，有關行動在昨日上午
完成，未發現有居民確診。
不過，該對姐弟仍有可能將病毒傳
入香港社區。調查顯示，姐姐在抵港
翌日已經出現病徵，但他們未有留在
家中隔離。據食物及衞生局公布的強
制檢測公告資料顯示，他們在本月 17
日及 18 日分別到訪山頂廣場、東涌東
薈城及纜車站。
特區政府目前雖然豁免需履行與政
府相關運作的政府人員檢疫，但安排
只適用於總領事、同等或較高職級駐
港代表及政府人員，其餘所有人員若
過去 21 天曾逗留中國以外地區，但未
曾逗留極高風險的 A 組指明地區，均
須於所屬機構安排的地點自我隔離 21
天，並於隔離期間接受重複病毒檢

測，上述規定適用於該對姐弟，但該
對姐弟涉嫌在隔離期間擅自外出。

馬恩國：可尋外交公署協助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
馬恩國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指，駐港領事與其直系親屬均享有外
交豁免權，即使他們在港違反法例，
亦不可以被拘留和起訴，特區政府難
以作出檢控。
不過，他指外交豁免權是建基於兩
國互相尊重，如果染疫的兩姐弟確有
違反規定，是公然損害香港的公共衞
生，特區政府可以尋求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公署協助跟進，包括向沙特提出
嚴正交涉。

何栢良建議用閉環式管理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
栢良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強調，病
毒不會認人，不論是領事、總統和首
相等同樣有可能感染，故從高風險地
區抵港的特殊人士應接受閉環式管

理，以確保一旦他們染疫不會將病毒
帶入社區。
他認為，家居檢疫容易令病毒走入
社區，造成大型爆發，特別是香港的
疫苗接種率仍未達理想水平，故政府
倘仍以清零為目標，不應該容許家居
檢疫。
事實上，其他國家及地區未必會豁
免外交人員的防疫安排，例如一名愛
沙尼亞籍歐盟駐泰國官員去年入境泰
國後，返回自行租用的住所，後被大
廈管理員以他尚未進行為期 14 天的強
制集中隔離為由阻止進入，該外交官
最終要先接受集中隔離。泰國外交部
當時回應事件時指，外交官享有外交
豁免權的目的是為其提供工作便利，
惟在疫情下，所有人都應遵守防疫規
定。
除了沙特領事的子女外，香港昨日
另有 3 宗輸入個案，患者分別由孟加
拉、柬埔寨及阿聯酋抵港，其中由孟
加拉抵港的 36 歲女患者被驗出帶有
L452R變種病毒。

▲沙特領事染疫子女居住的太古城唐宮閣昨日
上午完成強檢，未有發現其他居民確診。

沙特領事染疫子女在港行蹤
●7 月 16 日：乘搭航班 QR818 由沙特阿拉伯飛抵香港，居於太古城唐宮
閣
●7月17日：山頂廣場、山頂廣場麥當勞
●7月18日：東薈城名店倉、東薈城 2 期 Goobne Chicken、東涌纜車站
●7月19日、20日：太古城中心 Zara、APITA
註：曾與患者相若時段到過上述地方的市民必須接受強制檢測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

國際旅展下周開鑼 展商減八成
最新防疫措施
活動

疫苗接種

● 香港國際旅遊展下周四起一連 4天在灣仔會展舉行，共有
16個地區逾100個參展商參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高俊威 )
香港疫情雖然放緩，但特區政府
昨日公布維持大部分現行社交距離
措施，包括 4 人限聚令和口罩令
等，並引入「活動場所」作為新一
類表列處所，讓會議、展覽等活動
可視乎參加者的疫苗接種情況，有
不同的防疫要求。去年受疫情影響
停辦的香港國際旅遊展下周四起一
連 4 天在灣仔會展中心舉行，也須
遵守有關規定，主辦單位表示參展
商由前年逾 600 個減少 80%至僅逾
百個，能否達到原先估算的 2 萬入
場人次仍是未知數。
食物及衞生局昨日指，不少社交
及經濟活動已在政府放寬社交距離
措施下陸續恢復，但不少巿民仍未

‧入座率100%
‧入座率50%
‧不超過座位數目的85%
‧同行座位不可連續超過 6 張椅被
佔用

斜台影院式觀眾席

‧無要求

公海遊

‧所有船員須打針
‧所有船員須接受核酸檢測
‧除證明因健康原因不適 ‧乘客登船前 48 小時內的 PCR 陰
合接種及 16 歲以下人
性證明
士，所有乘客須打完兩 ‧每艘郵輪最高載客量為原載客量
針
的50%

生效日期：今日，為期14天

完全了解個別活動所須遵從的限制
及規定。為更清晰列明有關規定，
政府引入「活動場所」作為新一類
表列處所，讓會議、展覽、論壇、
慶祝活動等指明活動（包括婚禮及
若干商務會議），可在採取相關防
疫措施下進行。
「活動場所」如三分之二參與者
已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人數上限
為活動場所通常容納量的 100%，
否則為 50%。新措施（見表）於今
日午夜零時起生效，為期 14 天，
直至下月4日。
由匯眾展覽服務主辦的香港國
際旅遊展將於此段時間舉行。該
公司董事總經理湯錦成表示，去
年旅遊展因第三波疫情爆發取

消，前年有參展商逾 600 個，4 天
展期約有 8 萬人次入場。由於香港
現時仍未通關，故今年展覽規模
較 前 年 縮 小 ， 共 有 16 個 地 區 逾
100 個參展商參與。原本估算會有
2 萬人次入場，但因仍未清楚政府
的最新防疫要求，暫未能估計今
年入場人數。

近六成展商來自海外
雖然不少地區的代表因疫情未
能來港，但湯錦成表示，今年仍
有近六成 ( 59% ) 參展商來自海
外，包括日本、阿根廷、加拿
大、伊朗、西班牙等地，內地及
本地則分別佔 5%及 36%，部分境
外參展商透過本地辦事處或代理

註：其餘防疫措施維持上輪規定
管理攤位，也有部分在完成檢疫
後出席展覽。
會場將做足防疫措施，包括所有
工作人員必須定期接受檢測，訪客
須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以及利
用 八 達 通 繳 付 15 元 門 票 費 入 場
等。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陳張樂怡表
示，疫下旅遊業陷入冰封，旅行
社員工人數由前年 7 月的 1.85 萬
人下跌至目前的 1.33 萬人。
旅議會早前進行調查發現，
1,400 名 受 訪 者 中 ， 有 53% 對 明
年的旅遊開支預算有增無減，
44%人更計劃在出入境限制解除
後 3 個月內外遊，反映港人的外
遊需求殷切。

東瀛遊打針抽獎 總值逾 200 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為響應香港特區政府新冠疫苗接種
計劃，東瀛遊旅行社昨日宣布推出
大抽獎活動，持有香港身份證並年
滿 18 歲港人，於今年 9 月 15 日或
之前在港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即
可參加。獎品總值逾 200 萬元，得
獎名額共 1,843 個，超級大獎得主
可全年免費任住日本的溫泉酒店連
早餐，價值40萬元。
東瀛遊表示，是次舉辦「打完針開

心去旅行大抽獎」，是為了支持世界
各地盡快通關，讓已接種疫苗人士可
盡情享受期待已久的旅行，令旅遊業
復甦。合資格者可由今日起至9月15
日午夜前於該公司網站登記。
超級大獎為一年免費入住該公司
旗下位於日本大阪及沖繩的温泉度
假酒店連每天自助早餐，其他獎品
包括日本機票酒店套票、郵輪旅遊
禮券及日本旅行團旅遊禮券等。得
獎名單於 9 月 24 日在抽獎網站公

布，稍後會在本港報章刊登，所有
得獎者將以登記時提供的流動電話
號碼或電郵個別通知。
每名合資格參加者可獲一次抽獎機
會，重複登記不予受理。領取獎品
時，得獎者須出示香港身份證正本及
衞生署發出的新冠疫苗接種記錄正本
或電子記錄，作核實身份之用。

盧偉國倡設平台「一網登盡」
各界的打針獎賞計劃五花八門，

接種者逐一登記參加費時失事。立
法會議員盧偉國昨日在立法會會議
上建議，由政府設立一站式登記平
台讓接種者「一網登盡」，但食物
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書面答覆時表
示，考慮到各主辦機構的需求、申
請資格及舉行細節不一，故由機構
自行處理相關獎賞登記較為合適。
部分機構和企業亦已就其獎賞計劃
推出專屬活動網站和登記程序，以
及安排相關的推廣活動。

接種總劑次破 萬針

閉門活動（如會議、 ‧三分二人已打一針
婚禮、慶祝活動等） ‧未夠三分二人打針

防疫要求

● 聶德權(中)
和梁卓偉(左)
與一名準備接
種的學生交
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港人最近的疫苗接種
意慾上升，昨日單日有逾 6 萬人打針，使累積接種總劑
次突破 500 萬針，其中 292 萬多人已接種首針。此外，
衞生署昨日公布一名 50 歲男子離世前 14 天曾接種復必
泰疫苗，經公眾殮房處理後，死因裁判官認為沒有臨床
證據顯示事件由疫苗引起，初步解剖發現死因可能是酒
精中毒或缺血性心臟病，沒有死亡個案顯示與接種疫苗
有關聯。

500

港大 300 師生外展接種

為回復正常的校園生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
日到訪香港大學，與校長張翔及醫學院院長梁卓偉一同
巡察該校約 300 名學生和教職員在校園透過政府外展服
務接種復必泰疫苗。
其間，聶德權巧遇來接種的 88 歲退休圖書館館長簡
麗冰，「想當年我在學時她剛接任館長，我在圖書館也
留下不少足跡，令人緬懷！」他又引述有升四年級的學
生表示，最希望接種後，可以迎來畢業旅行。
除港大外，中文、科大、浸大、理大及城大已先後響
應外展疫苗接種計劃，為大學成員安排接種新冠疫苗。

田北辰籲擱置「疫苗氣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恆諾）香港文匯報昨日報道，不少新
冠肺炎輸入性病例的患者已注射兩劑新冠疫苗滿 14天。衞生署則
披露，過去兩星期的21宗輸入個案中，有逾半確診者均已打齊兩
針。「實政圓桌」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形容「數字驚人」。對特區
政府早前推出「疫苗氣泡」，擬容許並非從極高風險或甚高風險
地區返港的接種者的檢疫期縮短7天，他呼籲政府擱置該計劃。
香港在本月 6 日至 20 日的兩星期內有 21 宗新冠肺炎輸入個
案，其中11名患者都已經完成接種新冠疫苗。田北辰認為，數據
反映完成接種疫苗的人同樣有機會受到感染，認為有沒有打針不
應影響檢疫時間長短。
目前，入境內地人士不論有沒有打針，一律須接受 21 天檢
疫，田北辰認為特區政府應參考內地做法，「你少咗呢14天嘅檢
疫，就等於少咗機會去做檢測。最後佢哋走咗出社區，就會變成
本地個案，跟住政府又要封區、封樓、強制檢測等等……嚴重係
會影響埋與內地通關！」
田北辰補充，疫苗接種率較香港高的新加坡近日疫情再次反
彈，反映「與病毒共存」的做法不可取，重申現時最重要的是穩
住香港疫情，盡快與內地通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