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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準備好與內地專家商通關
指韓正副總理明白港人期盼 要求相關部門速跟進
(

香港疫情持續穩定，連續 33 天錄得本地
零確診。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
新增 3 宗確診個案，俱為輸入個案，一男兩
女患者均無病徵，且已完成接種兩劑新冠
疫苗，分別由菲律賓及卡塔爾抵港，其中
兩人帶有 L452R 變種病毒。食物及衞生局
表示，正着手在新冠疫苗接種記錄中加入
出生日期，以配合國際入境規定，包括符
合英國政府最新的疫苗記錄要求。另外，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前日曾與國
地通關，她指特區政府已做好準備與內地

●陳肇始上周到天水圍視察食環署天幕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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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對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鄭月娥昨日向傳媒表
示，前日與韓正會面時
曾提及，香港已超過一個月
本地清零，「外防輸入」措
施已做得非常嚴格，加上有
足夠的檢測能力及檢疫設
施，香港市民非常熱切期盼
可免檢疫往返內地商務、公
務、探親或上學，「韓副總
理是非常明白的，他可說是
即場要求有關部門跟進我的
要求，盡快安排專家對接。」

林

●林鄭月娥

青年英國確診 康怡花園強檢
衞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的新增 3 宗確診個案中，一名
38歲男子於本月17日乘搭5J272航班從菲律賓抵港，於
機場檢測確診，帶有 L452R 變種病毒，他曾於 3 月及 4
月在港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26 歲女患者於本月 15 日
乘搭 QR818 航班從卡塔爾抵港，入住西營盤香港萬怡
酒店，檢疫期間第三天樣本確診，帶有 L452R 變種病
毒，她曾於7 月在內地接種兩劑科興疫苗。另一名25 歲
女患者於本月 11 日乘搭 QR818 航班從卡塔爾抵港，屬
早前另一宗輸入確診個案的家人，於檢疫中心確診，至
於是否帶有變種病毒仍有待檢測。她曾於 3 月及 4 月在
港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
中心亦正調查一宗外地確診個案，涉及一名居於鰂魚
涌康怡花園K座（9室至16室）的16歲男子。他於本月
6 日乘搭 CX255 航班離港前往英國，曾於本月 4 日在港
進行檢測，結果呈陰性，其後於本月 16 日出現病徵，
同日在英國抽取的樣本結果呈陽性。他曾於 7 月在港接
種兩劑復必泰疫苗。
中心表示，正與英國衞生部門跟進個案，流行病學調
查和個案追蹤仍在進行中。為審慎起見，他於潛伏期在
港曾居住地點已納入強制檢測公告，任何於指定期間曾
身處相關地點人士，均須在指定日子接受強制檢測。

英將改入境例 只留紅色名單
另外，英國政府公布，由英國時間下月 4 日凌晨 4 時
起將更改國際入境規定，英格蘭現行採用的紅、黃、綠
三級制只會保留紅色名單。除擁有英國居留權者外，抵
英前10日內曾到訪紅色名單地區的人士不可入境。
香港特區政府食衞局指出，香港屬綠色名單，在經
修訂的制度下，由香港前往英格蘭人士須在入境前 14
天或以前，已在認可地區的相關衞生當局完成接種指定
新冠疫苗，方可免除隔離，他們在入境第二天須接受病
毒測試。在新制度下，相關疫苗接種記錄須列出有關人
士的出生日期。至於未完成接種者抵英後則須自我隔離
10天，並在入境第二天及第八天接受病毒測試。
食衞局表示，特區政府已知悉新規定，包括獲認可的
新冠疫苗接種記錄須包括出生日期的要求。食衞局正着
手處理在疫苗接種記錄加上出生日期的安排，務求符合
英國政府的最新要求，待相關安排落實後再公布詳情。

●羅致光表示，現屆政府致力在質與量上改善幼兒服務。圖為羅致光早前到訪深水埗的心
寶學前兒童課餘託管中心，一位小朋友向其介紹趣味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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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察天幕街市 商販市民滿意

陳肇始指出，特區政府現正推展7個處於不同規劃階段
的新街市項目，包括在天水圍、東涌市中心、將軍澳、古
洞北新發展區、東涌新市鎮擴展區和洪水橋新發展區興建
新公眾街市，以及在東涌市中心設立臨時街市。
她表示，2018年施政報告提出在天水圍天福路興建新公
眾街市，目前正就工程合約招標，預計明年向立法會申請
撥款，2027年上半年竣工。因工程需時，特區政府去年底
在天水圍設臨時街市即食環署天幕街市試行全新管理模
式，服務承辦商除管理街市，亦需制定推廣和發展街市策
略，現時街市平均每日人流近1萬人次。她上周曾到街市
視察，很高興得悉商販和市民十分滿意街市環境和設施。
特區政府亦計劃於東涌市中心港鐵站毗鄰的第六區商
業大廈低層設置新公眾街市。陳肇始表示，土木工程拓
展署現正就商業大廈發展項目包括街市部分進行進一步
技術可行性研究，確保項目不會影響港鐵安全運作。由
於興建永久街市需時，故政府已宣布在東涌港鐵站附近
的富東街設臨時街市，預計明年第四季落成啟用。

香港仔街市全面翻新

除興建新公眾街市，陳肇始表示，特區政府已預留
20億元為公眾街市推行現代化計劃，以提升街市營運環
境。首個全面翻新項目為香港仔街市，工程包括安裝空
調系統、重新規劃攤檔布局、擴闊通道、翻新街市主外
牆、增加公共空間和座椅、提升無障礙設施等，估計費
用約2.54億元，已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上月展開
前期預備，11月起街市將全面關閉進行工程，預計明年
內完成。
她表示，有 11 個街市亦進行小型翻新或改善工程，
包括南朗山道熟食市場、旺角熟食市場、聯和墟街市
等，當中 4 個的工程已完成，有 6 個預計於今年底前竣
工；餘下一個的工程在籌備中，預計於明年下半年分階
段展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羅致光：4 中心增設幼兒課餘託管
本港幼兒照顧服
務供不應求，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羅致
光於昨日發表的網
誌上指出，發展幼
稚園學生課餘託管
是現屆政府的全新措施，以改善現
有幼兒服務使用率偏低，以及未能
滿足另有服務需要的問題。他表
示，政府亦於去年 4 月完成探討在合
適的福利設施內為 3 歲至 6 歲幼兒提


4BZ

供課餘託管服務，並自 2021/22 年度
起分階段重整 19 間互助幼兒中心，
通過增加社工和支援人員的人數，
轉型為 3 歲至 6 歲以下學前兒童提供
課餘託管服務；截至今年 8 月，已有
4 間中心完成重整。

政府致力改善幼兒服務
羅致光表示，現屆政府致力在質與量
上改善幼兒服務，包括提升幼兒中心的
長遠規劃、中短期增加資助獨立幼兒中

新閱會兩活動
逾百青年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為
啟發青少年閱讀興趣，新鴻基地
產新閱會於上月舉辦兩個融合閱
讀的社區活動，有逾百名青少年
參與。新地執行董事郭基泓於日
前表示，很高興可在疫情受控下
舉辦活動，相信青少年在活動後
閱讀相關書本，會更容易留下深
刻印象。
首項社區活動與大埔青年協
會合辦，在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寶湖道）舉行「閱．劇」話
劇，有逾百名中小學生參加。

「閱．劇」改編自香港作家深
雪的小說，每節演出後，演員
及作者會和學生即時對談，引
領他們思考書中的訊息，同場
更舉辦小型漂書活動，不少學
生在活動後均留下選書。
另一項活動則是「邊走邊讀：
大澳深度遊」，新閱會與新界青
聯發展基金會帶領20名基層青少
年在大澳展開社區探索，認識鮮
為人知的水鄉漁村風貌，包括由
當地居民親自教導製作大澳特產
鹹蛋黃、茶粿等。

心名額、優化人手比例、提高幼兒中心
的資助水平，以及優化鄰居支援幼兒照
顧計劃，發展幼稚園課餘託管服務等。
他舉例指出，政府致力透過賣地計劃、
「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公
共屋邨發展或重建項目、市區重建項
目、購置物業計劃等，從中短期增加資
助幼兒中心名額。
他說，有互助幼兒中心透過推廣社
區居民發揮鄰里互助精神，以協助解
決幼兒照顧需要，惟礙於義工等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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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鼻 助 減 肥

研 發 「 電 子 鼻 」 （i-NOSE
Sensor）技術，能以極高靈
敏度透過呼氣量度用家的酮體
水平，不需要再以試紙驗血或
驗尿，亦能即時準確反映體內脂肪代謝情況，再配合 AI 營養師系統，幫助生酮飲
食者監測自身狀況及提出建議，能追蹤減肥成效並避免出現副作用，以保障健
康。有關項目將於本月 24 日至 25 日舉行的中大創業日展出，並計劃在 10 月
推出市面。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圖：中大供圖

紅會定向挑戰 打卡體驗人道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雖屬發達城
市，但社會上仍有人道需要，例如因疫情而影響
生計的家庭、獨居的長期病患長者等。香港紅十
字會今年首度舉辦「人道在城市」定向挑戰，期
望加深參加者對人道工作的認識，以及了解自動
體外心臟去纖維性顫動器（AED）的使用方法。
紅十字會昨日於總部大樓舉辦「人道在城市」定
向挑戰啟動禮暨遊戲日，參加者更可透過「齊饗
樂」食物券計劃免費享受美食。有參與家庭表
示，活動可讓小朋友親自感受到香港不同面，明
●左起：李女士、劉楚劍。
●參加挑戰活動的朱先生一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紅會供圖 白需要珍惜幸福的生活，認為非常有意義。

不穩定，以致出現有服務需要時因沒
有人手而未能提供支援，結果造成使
用率偏低。
另一方面，現時的課餘託管服務則
只提供予小學或以上的學生，有家長
唯有讓幼兒報讀上、下午幼稚園長時
間上課來解決託管的問題。因此，社
署經研究後決定透過重整互助幼兒中
心，提供幼稚園學生的課餘託管服
務，加強對學前兒童的照顧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人道在城市」定向挑戰於昨日起至下月 3 日
舉行，目前仍在接受報名。香港紅十字會在九龍
西大街小巷設有逾 60 個打卡點，參加者可自組
隊伍進行打卡，在 180 分鐘（親子組 90 分鐘）之
內完成打卡返回總部大樓即完成挑戰。
紅十字會於昨日舉辦「遊戲日」，供參加活動
的隊伍免費參與，紅十字會於總部各樓層設有多
個人道體驗工作坊和特色攤位遊戲，參加者可透
過活動加深了解香港紅十字會的人道工作。參加
者亦可參與「齊饗樂」食物券計劃，前往人道商
店憑券免費享受美食，以及在打卡點中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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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院副總理韓正提及希望可早日逐步有序

陳肇始：預留 億元改善街市設施



中秋將至，不少市民會到街市選購

食材下廚，與親友共迎佳節。食物及
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於昨日發表的網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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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示，特區政府除在街市落實一系
列防疫措施，亦會致力推動建設新公
眾街市，其中天水圍、東涌市中心等區的新街市已在籌
劃中，政府亦已同時預留 20 億元改善公眾街市設施，
為市民提供更舒適的購物環境和體驗。

AED的使用方法。

盼讓小朋友悟惜福
香港紅十字會「人道在城市」定向挑戰活動
督導委員會主席劉楚劍表示，疫情之下許多家
庭無收入，商店生意亦十分差，希望「齊饗
樂」食物券計劃可以讓大家互相幫助，令社會
可以盡快恢復正常，亦希望讓大眾對紅十字會
有更多認識。
參與「齊饗樂」食物券計劃的蛋糕店店主李女
士表示，計劃能有助生意，更重要是可幫助到許
多街坊。參加挑戰活動的朱聰毅先生一家表示，
在活動打卡過程中可讓小朋友認識到香港的另一
面，明白需要珍惜幸福的生活，非常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