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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樓爆退訂潮 海鮮半價益街坊
業界：全港食肆日蝕1.5億元 盼速實施「疫泡」復有限度晚市

Omicron變種新冠病毒肆虐下，全港食肆

上周五起實施晚市堂食禁令，團年飯、春

茗等飲宴爆「退訂潮」，酒樓食肆見財化

水。酒樓早前入貨應市的大量新鮮食材更

是囤積滯銷，部分酒樓的魚缸「逼爆」海

鮮，與其養死海鮮，不如忍痛半價轉讓予

街市魚檔「益街坊」。殺入街市後，海鮮

身價大跌近半，如平時每斤售近400元的澳

洲龍蝦一度降價至200元；印尼瀨尿蝦平日

每斤售350元，街市價跌至每斤180元等。

業界指出，堂食禁令生效後，全港食肆每

日損失1.5億元生意，支持提早實施「疫苗

氣泡」換取回復有限度晚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市民換到新鈔票心情非常雀躍。

��(���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文森 ) 根據特
區政府強制檢測公告，曾與Omicron患
者同時段到訪同一地點的市民必須在逾
兩周內接受6次強制檢測，而疫情重災
區屯門多處被列入強檢公告，部分居民
一再現身爆疫處所，便須不斷接受強
檢，有人在18天內要接受6次檢測，更
有人須做8次，令多個檢測點連日來大
排長龍。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在屯門兆麟
運動場增設流動採樣站，令檢測點增至
11個。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蔡傑銘昨
日表示，會盡量在屯門投放檢測資源，
呼籲居民到其他地區進行檢測，特區政府會酌
情處理違反強制檢測令的情況，特別是對長
者。
屯門社區疑現隱性傳播鏈，大批市民須接受

多次檢測，政府在區內設11個檢測點，仍不
敷應用，全部檢測點均「打晒蛇餅」，不少市
民排隊三四小時才完成檢測。
徐先生一家三口曾到爆疫的愛定商場，須接

受6次檢測，兒子就讀的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又有確診個案，再加6次檢測，「兩處爆疫時
間完全不同，扣除重疊的檢測日期，前後要做
8次呀！媽媽預約成功時爸爸未能預約檢測，
到爸爸預約成功時兒子又預約唔到。後生的懂
得跨區做檢測，如果是長者怎樣辦？」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在疫

情記者會表示，由於Omicron潛伏期較短，故
要求受檢人士接受更頻密檢測，目的是盡快識
別出感染者。如果市民到過多個強檢處所，每
次檢測的時間重疊的話，只做一次即可。

負責屯門其中6個檢測點的相達生物科技行
政總裁招彥燾表示，昨日的輪候情況已較之前
兩天改善，其中兆麟社區會堂的檢測點外人龍
約100人，其他檢測點的輪候人數亦有所減
少，相信是由於多個檢測點提早運作有關，加
上每個檢測有效期約72小時，不少市民早兩
日已完成檢測，令昨日需求減低。他預料政府
會安排更多承辦商分擔區內檢測工作。

政府酌情處理違強檢令個案
蔡傑銘昨日在電台節目表示，Omicron疫情

未爆發前，全港每日檢測量約3萬至4萬，屯
門區大前日檢測量約1.7萬，前日急增至約
3.29萬，全港檢測量更逾10萬，預計昨日屯門
的檢測量可達4萬，政府會盡量在屯門投放檢
測資源。他呼籲屯門居民盡量使用其他地區的
檢測服務，也希望市民遵守強檢要求，但明白
檢測工作出現輕微樽頸，政府會酌情處理違反
強檢令的情況，特別是長者。

食衞局籲屯門居民跨區檢測
◆◆屯門檢測站昨日人龍依舊屯門檢測站昨日人龍依舊，，但規模有所減少但規模有所減少。。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Omicron新冠變種病毒傳播
力驚人，曾出席港區人大代表洪為民生日會的確診者王詩雅
（個案12838），本月4日曾到銅鑼灣希慎廣場牛気打邊
爐，同場一名相隔一排餐枱的20歲港大男生（個案13012）
昨日證實確診。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懷疑，該
食肆出現傳播，正追蹤同時段到訪該處的19枱、共44名客
人，他們全部須送往檢疫。
王詩雅於當晚7時40分至9時34分，與另一名染疫朋友、

菁英會秘書處32歲女職員（個案12882）在牛気用膳，坐在
31號枱，而染疫港大男生則坐13號枱，兩枱相隔一排餐
枱，雖然保持距離，但仍成功播疫。

41環境樣本「全陰」
張竹君表示，前日機電工程署收集牛気41個環境樣本，

暫時全部為陰性，正進行病毒全基因測試以確定男生感染源
頭，並會調查餐廳的通風系統。
由於牛気提供半自助餐，不排除食客「攞嘢食」時有交集
而感染。衞生署要求當晚同時段用膳的44名食客接受檢疫，
據中心了解，當晚最少14枱客人使用信用卡，有助追蹤。
食肆換氣量規定工作小組主席源栢樑表示，火鍋店的換氣量
一般相當高，但如果抽風機位置不理想，抽氣不均，加上霧化
效應，帶有病毒的空氣可以流動，會增加病毒傳播風險，「有
些韓燒（食肆），抽氣會在爐上，故要視乎抽氣情況，如果抽

不中那些位置，（含病毒的空氣）會有機會四處流動，加上如
霧化，風險增加。」由於Omicron傳播力高，小組會審視目前
規定食肆每小時換氣至少6次的要求是否足夠。

袁國勇：或共用物品染疫
政府專家顧問、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昨日

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打邊爐不會增加新冠病毒的傳播風
險，熱空氣上升亦不會製造更多霧化。理論上，火鍋店的空
氣轉換量高，他相信「牛気」的確診者可能透過食肆的共用
物件傳播，「大家共用物品，例如夾食物的夾，用完後，再
經口鼻接觸到病毒。」

許樹昌：風險視乎防疫措施有否做足
另一名政府專家顧問、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

昌指出，病毒傳播風險不會單因打邊爐而增加，蒸氣甚至可
以殺死病毒，傳播風險亦要視乎防疫措施是否做得足，例如
餐廳空氣流通、食客之間的距離等。

梁子超：避去高危場所最安全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則表示，呼吸、說話和唱歌已會產

生霧化程序，打邊爐雖不增傳播病毒風險，但通常涉及較長時
間，若坐得較近，有可能造成近距離空氣傳播，目前最有效的
防疫方法仍然是避免曝露在高危場所，做好外防輸入。

火鍋店疑現傳播 44客須送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特區政府收緊

機組人員檢疫要求，外界關注航空貨運力大
降，擔心一些透過空運送抵香港的貨品價格飛
漲。物流業協會主席劉浩然昨日接受電台訪問
時表示，最受航空運力下降影響的產品是貴價
新鮮食材，尤其是生猛海鮮，預計會漲價逾
30%。有業界則認為，藥品及高端食材進口有
較大影響。
劉浩然表示，香港貨運主要由國泰航空承

運，國泰已宣布受疫情影響，只維持約20%運
力，停飛歐洲、澳洲、新西蘭等疫情高發國
家，美國亦僅維持每周7班，而疫情前香港每
周往返美國貨機逾30班航班。為減低影響，
部分貨物已改由陸路和海路運送抵港，但一些
新鮮食材、尤其是海鮮的保鮮期短，只能選擇
空運，因此貴價新鮮食材供應最受影響。
由於航空貨運艙位大減，一些公司已嘗試委

託其他航空公司託運，但由於航權有規定，其
他航空公司也因應疫情大幅削減航班，能增加
的艙位很有限。劉浩然說：「由於供應遠遠無
法滿足市場需求，（新鮮食材）運輸成本上漲
30%至 40%，這筆費用無疑會轉嫁給消費
者。」

藥品高端食材進口同受影響
香港付貨人委員會執行總幹事何立基則指

出，藥品、晶片及配件等產品對運輸質素要求
高，並非海運可以替代，故航空運力下降對藥
品及高端食材進口有較大影響，而其他大眾食
材及日用品大部分可由內地進口，因此整體對
民生影響較小。 他相信香港仍有運力，而物
價上升並非單受運力收縮所致，全球通脹在各
國央行「放水」及供應鏈干擾下已持續上升，
通脹來臨已難以避免。

航運力減 貴價食材料漲價逾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農曆新年將至，為方便市民
派利是，滙豐、渣打及中銀香港三間銀行昨日起提供換新鈔
服務，至本月尾截止。香港文匯報昨日隨機訪問多名市民，
發現他們一般包利是的預算介乎數千元至萬多元，但因應疫
情嚴重、親友聚會及拜年活動減少，預計利是派發額亦相應
減少。早前爆鈔票「播疫」疑雲，惟市民對使用電子利是仍
有所抗拒，「親手派利是才有儀式感，見到小朋友啲反應，
開心啲。」
滙豐、渣打及中銀香港三間銀行昨日起提供兌換新鈔及
「迎新鈔」（雖舊但簇新的鈔票）服務，為方便市民兌換，
部分銀行分行提早於昨晨8時營業，同時提供網上預約以節
省輪候時間。昨早7時許，已有不少市民在旺角滙豐銀行外
排隊等候換鈔。
成功換到全新鈔票的彭女士相當激動。她透露，今年預算

一萬元包利是，「親戚就封100元，朋友的子女就封50元，
女兒、女婿就封500元，大家開開心心。」
早前屯門東亞大藥房被國泰空少光顧5分鐘後，藥房老闆
一家四口染疫，衞生署不排除是「銀紙」播疫，有市民擔心
舊鈔不衞生，紛紛來換新鈔。「銀紙」播疫，為何不改用電
子付款平台派紅包？去年剛退休的梁女士昨日向香港文匯報
記者表示，今年已毋須向同事封利是，但仍預留約3,000元
包給親屬，特別是孫輩。
「我唔會考慮用電子紅包，一方面是注重儀式感，親手派

出去顯得重視，我亦想睇返個孫收到紅包時開心個樣。另一
方面，老人家都唔係好識智能手機啲嘢。」她說。

「電子紅包似轉賬」
張先生退休多年，需要派利是的場合不多，主要是住所大

廈的保安員和一些經常走動的親戚。「最近疫情限聚令，好
多聚會都取消咗，見唔到啲人，都唔使預利是畀佢哋啦。」
他認為，見面派利是較為自然，「電子紅包好似轉賬咁，有
啲尷尬。」
港漂趙小姐尚未結婚，毋須派發利是，但期待收到公司領

導和同事的實體利是，「如果收到好多封，會感到自己受重
視、人緣不錯。」她指，部分港漂友人之間會在微信群組內
互發紅包或「搶紅包」，金額很少，十元到數十元不等，僅
作為一種社交形式，但群內的香港友人則很少參與。她認
為，是社交文化上的差異導致，「香港比較習慣面對面的傳
統模式。」

市民換新鈔封利是：親手派有儀式感

◆ 張先生表
示，電子紅包
似轉賬較尷
尬。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飲食業因為晚
市堂食禁令變得經營困難，不少從業員加薪無
望，更瀕臨開工不足困局。本身經營酒樓的鯉
魚門商會主席王石星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第四波疫情結束後，飲食業在聖誕、
元旦檔期的生意火爆，本打算為甘苦與共的員
工加薪，豈料Omicron殺到，好夢成空，只能
解僱所有替工，長工僱員則減少開工日數，員
工收入變相減少25%至50%。「無辦法，老夥
計一定要留住，否則疫情結束，有生意都無人
手接。」

叙福樓人工照加
年終加薪還是凍薪？也是叙福樓主席黃傑龍

的難題。他表示，「去年年底生意基本上恢復
得八八九九，點知1月3日之後突然爆發第五
波（疫情），禁止晚市堂食後，生意受更大影
響。」他與管理層斟酌多時，最終決定按原定
計劃加人工，「其實前線人工我們早在（去
年）11月已經加了，現在還要考慮1月1日起
寫字樓員工加薪。新春賞金按原本計劃繼續
發，因為千幾名員工肯定都要錢過年。」他期
望僱主做好僱主本分，政府則做好防疫及支援
企業的責任，又希望今日出爐的「抗疫基金
5.0」有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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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只有高級食府有售的貴價海鮮，近日在平民
街市也見牠們的身影，且售價相當「親民」，

市民買得開心，但割愛的酒樓老闆內心卻在淌血。
其中，經營海鮮酒樓的鯉魚門商會主席王石星表
示，晚市堂食禁令頒布後，本來一片好景的酒家生
意一下子跌至冰點，「禁令前，每天二三十萬元生
意額，一下子跌至不足一萬元，但每天我們的經營
成本卻逾萬元。」
他表示，鯉魚門有約30個海鮮批發檔，禁堂食令

前平均每檔有市值逾30萬元的存貨，大部分已被酒

家預購。不過，沒有晚市堂食後，海鮮囤積滯銷，
酒家便劈價三成至五成，託批發檔賣予街客，或賣
予街市魚檔散貨。

劈價海鮮均屬存活期較短
他舉例說，澳洲象拔蚌疫情前每斤約售380元，日

前跌價至280元；日本牧丹蝦（刺身專用）480元一
斤劈價至320元一斤；菲律賓龍蝦（刺身專用）450
元一斤跌至約300元一斤等。「要大減價的海鮮都是
存活期短的，目前仍在賣的貴價海鮮能存活較長時
間，酒樓保留小量存貨。」

批發檔賣唔晒轉急凍出售
西環海鮮批發檔樹記海鮮老闆陳嘉威透露，禁晚

市堂食後，生意額大跌約七成，只能以成本價盡快
散貨，甚至對老客戶半賣半送，以求盡快清貨，並
積極推廣家居海鮮送貨上門，將新鮮海鮮送到府
上，由客人自己煮。他早前進貨的一批澳洲龍蝦，

平時每斤近400元，日前以200元出手。好在他兼營
急凍海鮮，賣不掉的海鮮還能急凍出售，仍能以約
165元每斤售出，損失不至於太慘重。
他早前還進口約60箱澳洲青口，售價約百元，只

能半賣半送，「最後仍有近半賣不出，青口生存期
很短，最後只能送往堆填區。」他的損失還算少，
一些以新鮮海鮮生意為主的海鮮批發檔就損失慘
重，只能通過街市或網售等途徑大減價清貨，但仍
有大量賣不出的海鮮，最後只能丟棄。
香港餐飲業聯會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禁晚市堂

食後，全港餐飲業每天損失約1.5億元，全港約
17,000間食肆、20萬從業員生計陷入困境。快餐
店、茶餐廳等還好些，約2,000多間酒樓和約4萬酒
樓從業員幾乎遭受致命打擊，他希望特區政府盡快
施以援手。不過，單靠政府津貼肯定難以長期維
持，故他最大期望是疫情盡快受控，恢復夜晚堂
食，搶在春節旺季「回血」，為復業業界支持提早
實施「疫苗氣泡」。

▲ 將軍澳一酒樓海鮮囤積
滯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街市海鮮檔充斥各種貴價
海鮮，紛紛減價促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晚市禁堂食使飲食業經營變得困難。圖為
市民晚市買外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