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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內地正常通關現曙光之際，香



港保持 50 天本地零確診的紀錄瀕臨

(

「斷纜」。一名香港空運貨站負責搬運

貨物的 48 歲職員，昨日初步確診新冠肺炎。據悉，患者最近無外遊記錄，已完
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驗出帶變種病毒株，懷疑是經機組人員傳染。呼吸系統

▼ Hactl 通 告 證 實 貨
站員工初步確診。

專科醫生梁子超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Delta 變種病毒的傳播

●大圍金獅花園一期金輝閣昨晚封區強檢。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速度快，3 天已能產生一代傳播，但機場工作人員目前只規定「一周
一檢」是過於寬鬆，呼籲特區政府要求機場及檢疫酒店職員等高
危群組，隔日或「一周兩檢」，以及強制「安心出行」涵蓋
交通工具，以免香港爭取恢復正常通關的工作功虧一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L452R 變異病毒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一宗涉及
株、源頭不明的本地初步確診個案。患者為一名於香港國

際機場擔任貨站服務員男子，主要於機場超級一號貨站工作，
近期沒有外遊。

患者大圍住處圍封強檢
患者在 7 月底已經完成接種第二劑科興疫苗，前日（6
日）提交每周定期檢測的樣本，昨日驗出呈初步陽性，並確
認帶有L452R變異病毒株。政府昨日圍封患者所住的大圍
金獅花園第一期金輝閣，居民要接受強制檢測，而患者的工
作場所亦已被列入強制檢測公告。
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證實，初步確診
男子為其貨站服務員。發言人透露，患者是在昨日早上上班
後接獲初步確診新冠肺炎的報告，而公司在得悉有員工初步
確診後，已立刻安排將他工作和經常使用的地方徹底清潔及
消毒，及追蹤與患者有密切接觸的同事，相關員工會獲安排
再次接受病毒檢測，直至取得檢測陰性報告才能恢復上班。
公司發言人表示，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貨站採取一系列
防疫舉措，積極鼓勵員工接種疫苗。員工有特定工作需要
時，必須穿戴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例如手套、面罩、防護
衣；以及為服務櫃枱裝置了透明隔板。
香港近月接連出現多宗與機場或檢疫酒店相關的本地感染
個案，梁子超認為，這反映了機場是香港「外防輸入」的重
大缺口，質疑特區政府未有汲取之前有機場員工染疫後到商
場兼職、再傳染同事的教訓。
梁子超指出，Delta變種病毒傳播速度快，「只需3天就可
以產生一代傳播。」但目前，機場人員等高危群組的定期病
毒檢測是「一周一檢」，梁子超批評檢測密度不足以阻截病毒
流入社區，「不少市民都已經接種新冠疫苗，感染後的病徵未
必十分明顯，今次個案會否引發新一波疫情要視乎運氣，看他
（患者）是否剛發病，政府一定要更頻密地為高危群組進行檢
測，即使未能隔日一檢，亦要一周兩檢。」

澳門疫情反映公交有播疫風險

●檢測車到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保安提醒住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患者居住的
大圍金獅花園
一期金輝閣。
一期金輝閣
。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他補充，澳門近日爆發疫情也反映，公共交通工具亦有可能是病毒傳播的
地點，惟香港
「安心出行」
應用程式引入港鐵及巴士等交通工具的計劃似乎已
「胎
死腹中」
，他希望政府將
「安心出行」
涵蓋交通工具，完善個案追蹤機制。
另外，香港昨日有8宗輸入個案，全部患者均已完成接種新冠疫苗，當中有3人在本
周二（5日）乘搭尼泊爾航空RA409由尼泊爾加德滿都來港，包括一名帶L452R變種病毒的55
歲男子。衞生署已引用
《規例》
禁止尼泊爾航空營運的客機於昨日起至本月20日期間從加德滿都着
陸香港。其餘的輸入個案中，有4人是乘阿聯酋航空EK384從巴基斯坦抵港，除了一名60歲女
子是在周二抵港時在機場被驗出確診外，其餘3人都在周日
（3日）
抵港後，入住
檢疫酒店後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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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香港與內地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已經持續「控關」一
年半，不少市民都十分期待兩地可以早日恢復正常通關，有跨境
學童家長昨日致電電台聯播節目，直接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反
映，其兒子連續兩年未能出席面授課程，影響學習，林鄭月娥回
應時表示理解家長的心情，正與深圳市政府研究為跨境學童提供
協助。
一名跨境學童家長在節目中表示，子女已經近兩年未能上實體
課，期望特首與相關政策局長商討，讓跨境學童於深圳上實體
課。林鄭月娥在回應時表示，理解跨境學童家長的擔心，但指中
央政府對數以萬計跨境學童每日往返兩地存在
「好大擔心」
，現階
段未能讓學童正常通關，但透露部分
「有心人」
已在深圳物色到地
點讓跨境學童上課，她亦已要求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做好相關工
作，並相信深圳市政府亦會願意配合。
她補充，自己有需要時亦會親自向深圳市政府反映，並承諾日
後如果爭取恢復正常通關的安排，必定會考慮跨境學童的特殊情
況，不會把他們遺漏。

「通關
碼」料實
名制 或
合併
「安心
」易追溯
有關目
標可能需較長時間才能達
成，特區政府現階段未能交代時間表。

復常通關初期設配額

她重申，特區政府將盡力配合，以爭
取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的立場清晰，又
透露兩地日後會有序地、逐步恢復正常
通關，初期將設有通關配額，先讓有商
業，或恩恤理由人士進出內地，「當中
肯定不會有只是想旅遊的人。」
林鄭月娥又透露，兩地正常通關設有
「熔斷機制」，情況會與粵澳相似，
「如果（正常）通關後帶來風險，如果
要暫停便暫停，大家看到澳門的情況，
會帶來一些問題，但都無辦法，怎都要
先通關。」對於第二輪對接會議，她表
示未有時間表，「要內地看了我們的回

港擬修出院指引 配合兩地對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
區政府官員早前率團到深圳，與內地官
員及專家展開首輪對接會議，商討正常
通關的細節安排。其中，香港對新冠肺
炎復康者的出院指引，明顯較內地寬
鬆，被指是阻礙正常通關的問題之一。
食物及衞生局昨日向立法會呈交的文件
透露，正檢視新冠肺炎患者終止隔離須

符合的條件及安排，建議患者住院或隔
離日數不短於檢疫期。換言之，若按這
出院原則，感染變種病毒的病人隨時需
要留院 21 天才能出院、返回社區。食
物及衞生局在文件透露，為進一步減低
曾經確診新冠肺炎的病人將病毒流入社
區的風險，局方正檢視確診病人終止隔
離須符合的條件及安排，大原則是他們

饋意見，再決定何
時可組織第二次對接會。」
薛永恒昨日在施政報告相關措施記者
會時表示，香港已連續 50 日本地清
零，兩地已經具備一定的正常通關條
件，但兩地的防疫措施存有差異，是特
區政府需要處理的問題。特區政府現階
段的主要工作是在能力範圍下將落差收
窄，避免在正常通關後影響防疫抗疫工
作，令內地更有信心與香港正常通關。
特區政府正全面檢視不同的疫情防控
工作，包括需實名登記的「通關碼」，
至於會否將「安心出行」及「通關碼」
合二為一？薛永恒說：「我只可以說現
階段我們會全面檢視有關工作，其他細

節因為需要
與防疫抗疫專家對接，才可確
認哪些需要改變。」
政府消息人士則表示，香港需調整抗
疫政策，務求與內地看齊，包括加大病
毒檢測、外防輸入，以及感染者康復出
院準則。同時，內地着重確診者的追根
溯源工作，以便出現疫情時追蹤密切接
觸者，故不排除將有記錄行蹤功能的
「安心出行」與「通關碼」互通或二合
為一，並要求必須實名登記，以免有人
利用「太空卡」登記，隱瞞行蹤的情
況。

留院或隔離的日數不得短於檢疫期。
目前，香港對涉及變種病毒的個案，
規定需檢疫 21 天，若根據這原則，感
染變種病毒的患者隨時需在醫院或檢疫
設施住足 21 天才能返回社區。根據醫
院管理局統計數字，香港新冠肺炎患者
住院時間中位數是12天。
食衞局又在文件提到，考慮到變種病
毒株個案具較高傳染性，為加強防範第
五波爆發時感染個案在社區快速傳播，

政府正考慮增加特定群組定期檢測的密
度，特別是高風險群組（例如殘疾院
舍、安老院舍人員、醫療機構人員等）
及高暴露群組（例如機場人員、指定檢
疫酒店員工、指定檢疫酒店專車員工、
在過境口岸工作的人員、凍房從業員、
船舶服務業等），以達至「早識別、早
隔離、早治療」的目標，務求盡早截斷
傳播鏈，但文件未有透露會加密至多少
天檢測一次。

長發邨下周可即場接種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府官
員與專家早前到深圳，與內地相關部門
進行首次疫情防控工作對接會議。特區
政府正積極回應內地相關的要求，以爭
取盡快正常通關。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預告，正常通關初期會設有配額，先
讓有商業、或恩恤需要的人士往來兩
地。消息人士透露，特區政府不排除將
「通關碼」及「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二
合為一，方便個案追溯。創新及科技局
局長薛永恒則表明，「通關碼」必須實
名登記才能發揮應有效用。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施政報告答問大會
時，被立法會議員問到與內地恢復正常
通關的進度時透露，兩地政府在早前的
對接會議已就本港防疫改善措施進行討
論，務求令中央聯防聯控高層接受。兩
地何時可以恢復正常通關，須視乎中央
對香港防疫工作及通關風險等看法，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為推動長者接種新冠疫苗，特區政
府新冠疫苗外展隊多次與不同社區團體合作，於
社區中心提供限時疫苗接種服務。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聶德權昨日表示，將於下周一（11日）起一
連3天於青衣長發邨社區會堂為居民提供接種服
務，希望可以為區內長者建立保護屏障。
特區政府新冠疫苗外展隊將於下周一至三（11
日至13日）上午10時至下午1時及下午2時至6
時，一連3日在長發邨長發社區中心提供新冠疫
苗接種服務。聶德權指出，變種病毒株肆虐，適
合接種疫苗者應盡早接種保護自己，可以避免重
症及死亡風險，而70歲以上長者接種疫苗後可以
避免染疫時出現重症情況，並可以建立社區保護
屏障，而且社區會堂亦能便捷附近居民接種，因
此與葵青地區團體合作舉辦活動。
有專家表示，長者在沒有急症的情況下應盡快
接種新冠疫苗，並澄清所有曾接種流感疫苗的長
者均適合接種新冠疫苗，而目前提供的兩種新冠
疫苗均對於減低重症和死亡情況高度有效，而且
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