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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寶龍勉全體議員開創立會新風貌
詳見 A2

酒吧 主題樂園 戲院關閉 大型活動暫停

 !7
  0 


! .

2022 年 1 月

6

辛丑年十二月初四 十八大寒

大致天晴 陽光普照
氣溫18-23℃ 濕度60-85%

港字第 26217 今日出紙 3 疊 8 大張 港售 10 元

文匯報

香港仔

爆 料 專 線

收緊防疫措施

變 種 新 冠 病 毒 Omicron 傳 入 香 港 社 區 ， 並



外防輸入措施
八國禁飛：所有從澳洲、加拿大、法國、印
度、巴基斯坦、菲律賓、英國、美國來港的民
航客機，禁止着陸香港

(

造成多條傳播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召開記者會，形容「香港疫情出現急

劇變化，第五波疫情一觸即發」。她宣布收緊防疫措施，包括明天（7 日）起晚上
6 時後全面禁止堂食，酒吧、主題樂園、 戲 院 等 場 所 關 閉（ 見 表）。 林 鄭 月 娥 表
示，為阻止疫情在社區爆發，今次採取「快、狠、準」的措施，希望短時間內抑制

‧曾逗留以上八國的人士，包括香港居民也不

疫情擴散，讓市民農曆新年回復較正常生活，對於造成新一波疫情爆發的國泰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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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常通關進程受阻

得抵港，包括轉機

空，已要求該公司最高層向特區政府提交報告，以及內部懲處有關人員，特區政府

生效日期：本周六（8日）零時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
弦）新冠變種病毒 Omicron
疫情在港蔓延，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承認，香港與內地正
常通關的進程勢必受疫情反彈
影響。但她認為只要香港在今
波疫情中速戰速決，持續一段
時間做到沒有本地個案，就能
夠盡快讓香港與內地恢復免檢
疫通關，不會浪費去年9月起
特區政府已作出的大量正常通
關前期工作。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已為
與內地就正常通關投入大量準
備工作，例如多次對接會議、
安排內地專家訪港，以及調整
交代確診數字的方式，相信只
要今波疫情應對能「速戰速
決」，在最短時間遏止病毒傳
播，就能啟動恢復兩地正常通
關的工作，政府亦因此直接推
出嚴厲的社交距離措施，而非
像以往般拾級而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亦研究法律基礎後會嚴肅跟進。

為期：14天

( 疫情相關新聞刊 A4、A6、A7、A14、A19、A20 版 )

內防擴散措施
▶取消所有大型活動、非必要聚會
被取消的官方活動：包括本地漁農美食嘉
年華、香港單車節、特區政府與新一屆立
法會議員聚會等
受影響私營活動：
‧跑馬地馬場昨晚起，賽事不接受公眾人
士入場
‧張敬軒演唱會、黃子華舞台劇場次延期
◆香港特區政府宣布，明日起食肆晚市禁止堂食。圖為昨晚旺角倫敦大酒樓食客旺場。

‧所有本地遊和公海遊暫停

林鄭月娥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過去一天（即
前日至昨日）疫情出現急劇變化，發現社區

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生效日期：本月7日起，為期14天
▶堂食安排：

‧傍晚6時至翌日凌晨5時，全面禁止堂食

‧其他時段的每枱人數上限
B類：2人 C類：4人 D類：6人

暫停開放處所
▶酒吧、健身中心、美容院、卡拉 OK、浴
室、主題樂園、體育場所、博物館、戲院

等場所

其他
▶醫院和院舍未來兩星期除非有恩恤理由，否
則暫停探望

▶口罩令和4人限聚令維持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

星期四

快狠準遏第五波
明起晚市禁堂食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弦

傳播個案，第五波疫情一觸即發。她強調要把握現
在關鍵時刻，與 Omicron 病毒競賽。為控制疫情不
要在社區爆發，因此今次採取兩年抗疫以來果斷措
施，以「快、狠、準」擊退病毒，爭取在最短時間
內切斷傳播鏈，抑制疫情擴散。

以短暫陣痛力爭農曆新年復常
她希望這次重鎚出擊，以短暫的陣痛遏制 Omicron 的傳播，讓市民在農曆新年期間正常外出，並
和內地盡早恢復正常往來，「不希望如去年對抗第
四波疫情那樣，要維持五六個月。」
林鄭月娥宣布收緊防疫措施，「外防輸入」方
面，從本周六起為期 14 天至本月 21 日午夜，禁止
所有從澳洲等 8 個國家來港的民航客機着陸香港，
並禁止曾逗留該八個國家的人士登上任何客機來
港，包括轉機。
在「內防擴散」方面，收緊現行的社交距離措
施，相關措施包括食肆晚上6時至凌晨5時
全面禁止堂食，酒吧、主題樂園、戲
院等場所要關閉。另外取消如本周
五舉行的本地漁農美食嘉年華、
單車節等所有大型活動及非必
要聚會，暫停所有本地遊和
「公海遊」活動。至於將會繼
續生效的措施包括 4 人「限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令」和佩戴口罩的要求。
她再次呼籲全港市民提高警覺，注重個人衞生，若
無要事便盡量留在家中，但亦要按照政府的要求接受
病毒檢測，最重要的是若尚未接種疫苗，希望能盡快
接種疫苗，無論是第一針抑或第三針的加強劑。

將嚴肅跟進國泰違規機組人員
國泰機組人員涉違規出行引發「望月樓群組」，
導致疫情蔓延，作為防疫總指揮的林鄭月娥表示，
事件令社會要付龐大代價，國泰高層需要負責，已
要求國泰公司最高層向政府提交報告，會嚴肅跟進
有關的違規行為，「早前已會見國泰高層，作為高
層，儘管他們未必知道每一位員工的行為，但他們
(高層)需要負責，要負上企業及領導責任，需要全
面調查並提交報告予特區政府，同時內部採取適當
懲處行動，政府看完報告及研究法律基礎後，一定
會嚴肅跟進。」
另外，教育局昨日去信全港中小學及幼稚園，提
醒學校須提高戒備，嚴格做好防疫工作。局方考慮
到面授課堂對中小學生的學習及成長十
分重要，故維持現行面授課堂的安
排，學校各教職員及學生須繼續
嚴格遵照《學校健康指引》及
《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給學校
的健康指引 》。

提高接種率利正常通關
她說：「現在我們只要速戰速決，
在很短時間內遏抑傳播，便可以重新
啟動那些（正常通關）工作。希望在
最短時間遏抑這疫情，讓大家在農曆
新年可以重新外出，可以做生意，亦
可以跟內地盡早啟動有關兩地人員正
常往來。」
此外，她認為無論如何提升疫苗接
種率一定有利於保護市民的健康，也
一定有利於香港早日走出疫情，創造
恢復正常通關的條件，所以要盡最大
的努力提升疫苗的接種率。

◀酒吧、戲院等亦須暫
停開放。
中通社

◆香港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進
程勢受疫情反彈影響。中通社

餐飲業：
「辣招」實施 14 天 全行料蝕 15 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新冠
變種病毒 Omicron 肆虐下，特區政府昨
日宣布食肆明日起晚市禁堂食 14天。香
港餐飲業界人士估計，其間業界的整體
損失或高達15億元，若措施持續，兩個
月損失更高達80億元，或出現結業潮，
盼政府向業界提供財政支援。專家亦相
信，一度獲改善的就業市場勢必惡化，
就業不足率必然會上升，若嚴謹的防疫
措施持續，失業率勢倒頭回升。

限令若拖兩個月恐掀結業潮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昨日
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農曆新年是飲食
業黃金檔期，原本有不少訂枱預約，
禁晚市堂食的消息一出，已有不少食
客致電食肆取消訂枱，而食肆早前亦
已預訂不少食材準備在農曆新年期間
應市，甚至已聘請人手應付旺市，現
時卻需叫停，估計此兩星期間整個業

界的損失或達 15 億元。
他更指，農曆年前後的團年、團拜及
春茗活動倘若受影響，業界每月損失將
達 40 億元，措施實施兩個月就損失 80
億元，有食肆更可能因經營困難關門，
導致出現結業潮，盼政府可向業界提供
財政支援。

旺季變淡季消費券效應消失
香港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

授袁偉基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農曆新年前後向來是中式酒樓的旺
季，暫停晚市堂食令團年飯全部取消；
市民不外出食飯連帶影響零售業銷情，
消費券效應亦一下子消失，香港經濟亦
肯定會轉差。他並指，本港失業情況持
續改善，若單是收緊防疫措施 14天，或
未必即時推高失業率，但就業不足率必
然會上升；若嚴謹的防疫措施持續則失
業率勢倒頭回升。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代表昨日聯同立
法會議員林振昇及周小松約見勞工處
處長，就受疫情影響嚴重的行業建議
援助措施提出多項訴求，期望政府能
及時援助勞工階層渡過疫情難關。林
振昇表示，基層勞工十分憂慮要放無
薪假甚至停工、減薪、裁員等情況重
臨，「中式酒樓有不少只在大型宴會
才有工開的兼職零散工，他們或要失
業一段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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