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要聞

A4

●責任編輯：常 樂

2021年11月10日（星期三）
2021年
2021
年 11
11月
月 10
10日
日（星期三）
2021年11月10日（星期三）

防疫措施延長至本月 24 日 政府與業界商豁免等細節

飲食業料 AB 食肆月底強制掃碼


(

現有的社交距離措施今日屆滿，香港
特區政府昨日宣布延長現行所有防疫措
施至本月 24 日為止。至於之前盛傳的 A
類 B 類食肆亦要強制使用「安心出行」
應用程式，昨日雖然未一併公布會落實
執行，但食物及生局發言人透露，正
研究於餐飲業務處所及合適的表列處所
進一步嚴格推行使用「安心出行」，稍
後會公布詳情。飲食業界預料，A 類 B
類食肆將於本月底強制使用「安心出

●飲食業界預料，A類B類食肆將於本月底強制使用「安心出行」。圖為有食客分別在餐廳使用「安心出行」及「填紙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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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府現正與業界商討豁免政策及
特殊情況下如何協助顧客等細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食物及衞生局發言人昨日表示，因全球疫情持
續嚴峻，香港不能掉以輕心，為保障市民健

康，同時亦為日後恢復與內地正常通關或跨境出行
創造有利條件，決定延續現行的社交距離措施有效
期兩周。
發言人同時指出，正研究於餐飲服務處所及合適
的表列處所，進一步嚴格推行使用「安心出行」，
以加強出現確診個案後接觸者追蹤工作的效率，並
保障市民和員工安全，會於稍後公布詳情。

黃家和冀劃一禁
「填紙仔」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昨日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特區政府將擴大「安心出行」使
用範圍是業界的共識，有望本月底前公布細節，業
界希望政府可劃一要求所有類別食肆都要使用「安
心出行」，不接受「填紙仔」，否則可能令前線員
工無所適從。
他指出，全港1.6萬間餐廳中有約1.5萬間已經安
裝「安心碼」，熟習近一年，相信操作上不成問
題，「相信絕大部分人都識用，唔識用其實係藉
口。」
相較「填紙仔」，他認為推行「安心出行」後前
線員工在信息保存等操作上反而更加容易，遲遲未
落實是因為特區政府正就部分細節進行討論，「例
如有長者沒有智能電話，是否如出入政府場所等有
相應的豁免政策，當有特殊情況發生員工應該如何
協助顧客等。」
措施在推廣後會否對食肆造成影響？黃家和坦
言，確有餐廳擔心影響生意，但認為隨着安排全面
推進，市民會逐漸習慣，長遠也有利於防疫，並相
信政府會在實施後放寬食肆的營業時間等。

黃傑龍倡政府釋除市民疑慮

旅住食行多行業
憧憬
「Ｖ型」
反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有望明年 2 月
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令消沉已久的香港旅遊業重
燃復甦希望。旅發局主席彭耀佳昨日出席一個論壇
時表示，業界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近日公布的恢復
正常通關方案表示歡迎，認為任何形式的免檢疫通
關都會對香港有幫助，而與旅遊相關的住宿、飲食
和運輸等行業亦將受惠，甚至出現「V型」反彈。
彭耀佳說，根據外國經驗，在恢復開放關口後，
消費及旅遊頻率都會達到高水平，估計大規模正常
通關後，內地及海外旅客均會來港消費，與旅遊相
關的行業，包括住宿、飲食和運輸等都有機會受
惠，有關業務會出現「V 型」反彈。他明白正常通
關初時會有人數限制，但期望冬奧會完結後可進一
步放寬目前的通關限制，又強調越多市民接種疫
苗，就能越快正常通關。
彭耀佳說，旅發局已準備好一系列措施，在正常
通關後吸引旅客訪港，並會視乎情況，決定是否再
推出「賞你住」、「賞你遊」等優惠。至於大型除
夕倒數活動，局方已就防疫措施諮詢政府部門，相
信市民有能力做好防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為了
早日恢復與內地正常通關，特區政府致
力強化個案追蹤系統，包括要求進入政
府處所人士必須強制使用「安心出行」
程式，有關規定暫時未有進一步延伸至
所有商業處所，但香港文匯報記者發
現，不少遊戲機中心近日已「自動自
覺」跟隨，不再接受「填紙仔」進入，
甚至張貼告示列明場內不准進食。有職
員表示，自願加強防疫規定是為了配合
政府，爭取早日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

◀有遊戲機中心於門外張貼 ▲每台遊戲機上均貼有
告示，列明必須使用「安心 「安心出行」二維碼。
出行」。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職員：配合政府冀通關復常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灣仔一帶的遊
戲機中心巡察，其中灣仔道一間機舖外貼
滿防疫告示，列明進入時必須佩戴口罩，
且進入後「請立即去櫃面登記安心出
行」。記者進入後，即時有一名坐於大門
旁的職員着記者掃描「安心出行」。
被問到為何不能「填紙仔」時，對方
回應指雖然並非強制使用「安心出行」
的處所，但本周起自願跟隨政府做法，
一律不承認「填紙仔」，更說：「為了
可早日（恢復正常）通關嘛！」該名職
員更指，場內亦不准飲食。

亂填
「紙仔」
累停業 業界自律
記者隨後前往兌換硬幣的櫃面，該處
放了一部體溫探測機，櫃面職員又再問
記者一次是否已掃描「安心出行」。記
者發現，每一台遊戲機上都貼上「安心
出行」的二維碼供進店者掃描，而且幾
名職員十分謹慎，不時詢問店內的機迷
是否已掃描。記者也曾被店內第三名職
員詢問，更說：「真係掃了才好，咪累

人！」據了解，早前該區有遊戲機中心
因為客人亂填「紙仔」，連累遊戲機中
心被罰停業 14 天，自此遊戲機中心自
行要求客人一律使用「安心出行」。
記者離開該機舖後，到附近位於軒尼
詩道的一間遊戲機中心巡察，同樣於甫
進入就被職員提醒掃描「安心出行」，
也是不接受「填紙仔」。有職員向記者
表示，這是近日的規定。
上月初，東九龍總區機動部隊人員巡

查觀塘區內網吧、遊戲機中心及酒吧時，
發現18名顧客沒有使用「安心出行」應
用程式掃描場所二維碼，涉嫌違反《預防
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場
所）規例》（第五九九F章）被票控。
行動中更發現4人展示懷疑虛假「安心
出行」應用程式，涉嫌「誤導警務人員」
被捕。該些處所的負責人因沒有確保場內
客人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亦涉嫌違
反第五九九F章而被票控。

兩成跨境學童選擇退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由於跨境學童人數眾多，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與
內地恢復正常通關初期會設配
額，難在首階段優先安排跨境學
童免檢疫來往兩地。深港跨境學童
家長會對此表示失望，並指逾兩萬
名跨境學生已有逾一年未能回港上
學，其中已有兩成人選擇退學，促
請特區政府盡早交代相關時間表，
期望明年2月至3月恢復來港上學。
有專科醫生則認為，冬季爆疫風險
較高，跨境學童應該多等一段時
間，新年後才來港上課比較穩妥。

家長會促關顧跨境生
深港跨境學童家長會主席黃菁
葒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希

望特區政府除了照顧商人或者其
他群組以外，亦關顧跨境學生求
學的需要，「（跨境學童）無止
境地等，由 2020 年 2 月不斷說 5
月、7 月、9 月可以（正常）通
關，有『狼來了』的感覺，不太
好受。不可以忽略學生回校（的
需要），因為正值求學時期，不
讓回校對他們的影響很大，希望
政府讓他們點對點回校。」
她說，由於看不到正常通關時
間表，很多學童選擇退學返回內
地讀書，據她了解，約兩萬名跨
境學生中，約 15%至 20%人已退
學，另有部分人獨自來港居住在
港親戚的住所內，亦有部分跨境
高中生聯同同學與家長來港租屋
居住，以便上學。以前，部分學

生在家有人照顧，現在要自己照
顧自己，難免出現其他問題。

梁子超：新年後回港復課穩妥
對跨境學童非優先免檢通關群
組，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昨
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無辦
法」，指兩地要對防控工作有絕
對把握，確保疫情守得穩才恢復
正常通關，加上跨境學童人數
多，且每日高頻來往兩地，冬季
爆疫風險又較高，相信新年後才
開放跨境學童回港復課比較穩
妥，「接下來冬季、聖誕、新年
是輸入壓力和社區爆發風險可能
較高的時間，這個（不獲免檢通
關）也沒辦法，跨境學童可能要
等高風險時間過去。」

北嶼疫控中心膺抗疫成就大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
森）在中央政府援建下而在短
短 4 個月內落成的北大嶼山醫
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昨日奪
得英國屋宇裝備工程師學會香
港分會頒發的「2019 冠狀病
毒抗疫成就大獎」，表揚中心
對本港防疫工作的貢獻。
去年新冠疫情在港肆虐期
間，特區政府向中央請求助港
抗疫。中央隨即落實一系列支
援措施，包括助港火速興建「港
版方艙醫院」，其後只花短短4
個月，建成全新醫院「北大嶼山
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今年
1月竣工並移交醫院管理局，大 ●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奪得英國屋宇裝備工程師學會香港分
大提升了香港的抗疫能力。
會頒發的「2019冠狀病毒抗疫成就大獎」。

●機管局宣布，所有特定群組機場員工，必須接種第三
劑疫苗。圖為機場的前線員工。
資料圖片

機管局：特定群組員工須打第三針

稻苗學會會長黃傑龍認為，香港本地疫情控制得
相當好，相信收緊防疫措施主要出於與內地正常通
關的考慮，合理推測所有類別食肆未來都要使用
「安心出行」，並相信業界會盡力配合。
他建議特區政府在這方面應傳遞更多正面信息，
以釋除市民對安排的疑慮，「一方面對於（恢復正
常）通關有利，另一方面做好追蹤可能部分措施可
以放鬆，其實內地有些措施不如香港緊，在加強追
蹤的情況下，放寬部分措施不出奇。」

機舖主動
「跟機」不承認
「填紙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及專
家建議三類特定群組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各
界行動起來。機管局昨日宣布，所有特定群組
機場員工，必須在明年4月30日或之前接種第
三劑疫苗。

林鄭預告明天帶頭接種第三劑

截至前日，本港第一劑疫苗接種率仍未達
到七成，較防疫措施相對開放的新加坡低，特
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再次呼籲全社會踴躍
接種首兩針及第三針，合作共同創造有利正常
通關的條件，又預告自己將於明天帶頭打第三
針。
機管局昨日宣布，特定群組機場員工在完
成接種第二劑疫苗 6 個月後盡快接種第三劑疫
苗，所有特定群組機場員工已按照機管局要求
接種第二劑疫苗，機管局及其承辦商的員工將
於注射第三劑疫苗當天享有假期，呼籲機場同
業向接種第三劑疫苗的員工提供假期及其他支
援。
特定群組員工包括處理高風險貨物、或無
可避免地與抵港、轉機/過境旅客及機組人員
有近距離接觸的員工，即在 1.5 米範圍內沒有
隔板或屏障分隔兩者，例如航空公司及地勤代
理員工、停機坪協調員、機艙航膳協調員、貨
運裝卸員，以及機艙及洗手間清潔員等。

收緊公僕檢測至每周一次

另外，特區政府昨日宣布，鑑於變種病毒
肆虐全球，收緊政府僱員以檢測取代打針的要
求，由昨日起接受病毒檢測的未接種疫苗者，
之後須每周檢測一次。而接種第三針的政府僱
員可獲一日「針假」，並鼓勵企業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