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本月8日開始，香

港與內地落實首階段復

常通關，但出入境時仍

須持有48小時新冠病

毒核酸檢測陰性結果，令不少市民叫苦連天。立法會議員楊

永杰昨日表示，連日收到不少街坊求助，指春節期間難以在

內地尋找檢測機構做核檢，恐被迫滯留內地無法回港，影響

他們上班和上學安排。他促請特區政府先行取消回港核檢要

求，改以快測代替，以解決港人回港核酸檢測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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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春節放長假 港人難搵檢測點
未熟求診程序 印報告遇阻 議員倡以快測替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 由下周一（30日）開始，新冠
病毒感染者的強制隔離安排將會取消，所有檢
測陽性人士亦無須透過中心的網上平台呈報及
提交個人資料。政府亦會調整社區檢測中心和
檢測站提供免費核酸檢測服務的對象範圍，包
括因應情況適時終止提供「願檢盡檢」免費檢
測，把資源重點投放於保護高風險場所和需要
定期核酸檢測的人群。
同時，衞生主任會撤銷屆時已發出的隔離令。

換言之，正在住所或隔離設施等指定處所進行隔
離的人士由1月30日起將無須繼續隔離。政府會
安排身處隔離設施的人士有序離開，並就相關撤
銷安排的公告刊憲。因應上述調整，政府亦會停
止向檢測陽性人士派發抗疫物資包。
由於政府將不再發出隔離令，身體如有不適

並需要取得病假證明書的人士應向註冊醫生或

中醫師求診。醫生會按照病人的臨床身體狀況
為病人提供診斷、治療及簽發病假證明書。檢
測陽性但沒有病徵的人士應避免前往公立醫院
或普通科門診，以將珍貴公共醫療服務及資源
保留予有需要人士。已在醫健通登記並取得新
冠口服藥物作治療2019冠狀病毒病的私家醫生
名 單 已 上 載 於 www.coronavirus.gov.hk/pdf/
tp_pd_antiviral.pdf，方便市民接受治療。

社區隔離設施短期仍會運作
考慮到部分感染人士因居住環境擠迫以及有

同住家庭成員屬高風險人士，可能仍希望入住
社區隔離設施以減低家庭傳播的風險，有關設
施在短期內仍會繼續運作供香港居民使用。有
需要入住社區隔離設施的新近感染人士只要為
香港居民，均可聯絡消防處指定熱線（What-

sApp服務平台：5233 2939、電郵：fsd_cif@hkf-
sd.gov.hk或微信賬號：fsd_cif）作接送安排。入
住隔離設施的人士最多可以逗留七天，如選擇
提早離開並不需要陰性快測結果，惟離開後不
能再次返回隔離設施。由於入住隔離設施純屬
自願性質，故此民眾安全服務隊、醫院管理局
及衞生署皆不會向自願入住人士發出病假證明
書或確診證明書。
另一方面，院舍檢測陽性的院友如接種少於

三劑疫苗，亦可自願獲安排送往由社會福利署
管理的暫託中心接受照顧。出現較重病徵的院
友（不論其接種疫苗劑量），均會由醫護人員
評估其病徵及病況，如有需要會安排送院接受
治療。上述有關社區隔離設施和暫託中心的過
渡性安排將維持至下月28日（最後申請入住日
期為2月21日）。

香港文匯報訊 醫院管理局昨日宣布，為配合
政府由下周一（30日）起撤銷發出隔離令的安
排，轄下各醫療單位會加強服務，繼續支援
2019冠狀病毒病的確診病人。
醫管局的所有普通科門診診所，包括7間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指定診所及早前暫停部分服
務的診所，將於下星期一起恢復正常的普通科門
診服務。醫管局會增加普通科門診診所的偶發性
疾病診症名額，以加強對患有偶發性疾病的病人，
包括確診病人的支援。普通科門診診所會預留診
症名額供較高風險的確診病人（包括長者、五歲
或以下小童、懷孕28周或以上的孕婦，以及免疫
力受抑制的病人）透過以下途徑預約︰
透過手機應用程式「HA Go」內的「新冠關愛

預約（普通科門診）」程式或七條「關愛預約專

線」預約診症時間；透過普通科門診電話預約系
統進行預約時，系統會按病人輸入的資料，為長
者病人預約長者籌；醫管局支援熱線1836 115會
繼續為病人提供適當協助，包括轉介有需要的確
診病人至普通科門診診所接受治療。
至於其他確診病人，亦可透過「HA Go」內

的「預約普通科門診」程式或普通科門診電話
預約系統預約診症服務。

籲徵狀較輕者應向私醫求診
醫管局會密切監察各公立醫院急症室的運作

情況，有需要時會調配額外人手應付服務需
求，又呼籲徵狀較輕微或較低風險的確診病
人，應向可以處方新冠口服藥物的私家醫生求
診，避免加重急症室或普通科門診的壓力。

確診病人可按其需要到18區中醫診所暨教研
中心求診，醫管局會密切檢視服務需求，有需
要時會調動資源加強服務。
由下周三（2月1日）起，除隔離病房外，所

有探訪人士每天可獲安排兩小時探病時間，按照
各病房的探訪節數及時間直接探訪，無須事先預
約。因應病房情況，同一時間最多兩位訪客進入
病房探病，其間可以換人，上限為3位訪客。
為保障住院病人及減低病毒傳播風險，探訪

人士仍需提供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
明，並嚴格遵守感染控制措施，包括佩戴外科
口罩和量度體溫。如探訪人士屬新冠康復者，
若能提供確診及康復的相關證明，在陽性檢測
取樣日起計3個月內可獲豁免相關的檢測要求。
醫管局發言人表示︰「醫管局會全力配合政府

的政策，密切監察不同醫療單位的服務需求，以
確保確診病人可適時接受治療。醫管局亦會繼續
因應情況調整服務，以照顧其他有需要的病人。」

下周一起撤隔離令 擬終止免費檢測

醫管局轄下醫療單位將加強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 多名專家均認同應在未來兩三個月內取消口罩令。政府專
家顧問、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隆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
示，倘未來一兩星期沒有出現大型爆發，可逐步撤銷仍維持的防疫措施，
包括在室外空氣流通地方，如不屬大型人群聚集就無須戴口罩，取消師生
每日快測，港人北上以快測取代核酸檢測等，到3月左右可取消室內口罩
令，醫院及院舍戴口罩則應等到最後才取消。
被問及在解除口罩令後會否令疫情升溫，劉宇隆預計放寬後，流感及
新冠個案會反覆，但相信不會有大規模傳播，而新冠確診可能維持在近
2,000宗或更低。由於香港的新冠二次感染率超過12%，除非是長者和
小朋友，否則一般人的重症風險不高。「到夏天時，可能會有流感峰
值，一定會有反覆，但不會持續上升，所以我覺得都是平常心，很巨型
的『後口罩海嘯』就不會出現。」
對有建議政府檢討疫情3年來的應對政策及措施，劉宇隆認為有需要，
而檢討過程不應只局限於疫情應對，而是要全方位檢討整個制度，包括醫
療系統、安老院舍以至房屋政策等相關範疇，因此需要涵蓋不同持份者，
包括醫療和工程專家，還要聆聽院舍和劏房戶等市民的聲音。

楊永杰昨日引述，有街坊於大年初三（24日）從香港到廣州天河區
探親，並計劃昨日（27日）回港。該街坊於初四下午開始按網絡

資料尋找核酸檢測點，但名單上多個核酸檢測點均沒有開門，電話亦未
能接通，最後走遍天河、海珠及越秀區近20個核酸檢測點，始在當日
下午4時找到並無關門的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不過，由於當天值班的醫生已下班，門口的保安員建議該名街坊翌日
上午8時再去掛號。翌日上午9時前，他已到醫院找醫生登記掛號，然
後由醫生開單後才能進行核酸檢測，但由於不少科室預約已滿，只有泌
尿科有位。該名街坊表示，新春佳節人人講意頭，沒料到初五就要去泌
尿科，當時還有10名港人一起在該處等候接受檢測。
楊永杰指出，內地居民熟悉看醫生的流程，但對未曾試過在內地求醫的
港人就感到困難，同時，港人在打印報告的過程中不時會遇上困難，且選
項亦沒有回鄉證，「內地很多小程式需要實名登記及電話核實身份，街坊
做不到認證而未能接收電子報告，最後要多跑醫院一趟使用自助機打印報
告。」幸該名街坊最終獲醫院職員協助領取報告，昨日如期乘高鐵回港。

民建聯函衞健委 倡取消過關核檢
楊永杰相信該個案只屬冰山一角，部分人甚至因做不到核酸檢測而延誤
行程，而內地旅客在港要大排長龍做核酸檢測也會影響遊旅體驗，要求特
區政府積極與內地爭取盡快取消核檢要求，促進兩地文化及經濟交流。
民建聯昨日亦表示，收到不少市民反映，指核酸檢測要求對兩地市民
出入境造成不便，降低了人員往來的積極性加上內地不少核酸檢測點已
關閉或縮短服務時間，亦令港人難以符合出入境要求。為促進兩地通關
便利，實現兩地人員正常往來，民建聯第十三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
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當選人昨日致函國家衞健委，建議取消兩地出入
境核酸檢測的規定，為推動經濟發展提供更有利的條件。

專家倡取消口罩令 室外空氣流通優先

▲楊永杰引述有市民走遍廣州多區近20個核酸檢測點，才找到一
間醫院做核酸檢測，且是由泌尿科醫生負責。

◀經福田口岸回港的市民日前大排長龍。 資料圖片

穩步復常

荃灣荃錦公路橫龍村昨日發生三級火
警，多間鐵皮屋陷入火海，70多人疏散，2
人不適送院。這場鐵皮屋大火，令本港寮
屋問題再次暴露在公眾面前，當前當務之
急，是確實做好寮屋住戶的安置工作，並
檢查全港寮屋的防火安全。更重要的是，
政府要加強與地區組織、政團的合作，認
真了解「寮屋住戶自願登記計劃」推進緩
慢原因，切實做好解說工作，務實推進
「先安置、後發展」工作，分批、分階段
解決本港寮屋問題。

這場焚燒 3 小時的大火燒毀了 3 間鐵皮
屋，其中兩間住了16人，幸除兩人吸入濃
煙不適需送院外，其他村民皆無恙，但鐵
皮屋住戶頓失居所和物品。目前本港天氣
寒冷，特區政府要及時做好受災住戶的安
置工作。此次火災，消防要從百米外駁喉
灌救，顯示寮屋區存有消防隱患，特區政
府有必要巡查寮屋防火安全，以絕後患。

本港鐵皮屋已多次發生火災事故，如
2021年7月的八鄉鐵皮屋3級大火、2009年
10月九華徑寮屋大火等，每次大火皆引發
如何解決寮屋問題的討論。寮屋是指在非
法佔有的政府土地或在私人土地上違規建
立的簡陋建築物。地政總署的寮屋管制政
策中指出，1982年寮屋登記後，不論在政
府土地或私人農地上都不可違規擴建寮屋
及搭建新的寮屋。根據特區政府 2010 年 7
月在立法會上披露的數據，本港供居住用
途的寮屋約為 85,574 間，其中港島 2,713
間、九龍 1,542 間、新界東約 3.2 萬間、新
界西約 4.8 萬間。根據地政總署的資料顯
示，截至2021年為止，香港已登記的寮屋

總數約有38萬間，當中作為住宅用途的有
82,687間。

為解決寮屋問題，特區政府近年採取「先
安置、後發展」的方向，於2018年公布寮屋
的安置及補償政策，減少爭拗、加快收地。
2019年施政報告公布，計劃收回九龍東3個
寮屋區，包括茶果嶺村、牛池灣村、竹園聯
合村，以發展公屋。發展局更於2022年5月
3日公布優化政府收地清拆項目下為土地業權
人及業務經營者提供的特惠補償及特惠津貼
安排。財委會已於2022年5月27日通過實施
有關優化措施，為收地減少爭拗、順利推進
打下良好基礎。為推進收地工作，特區政府
自2018年11月1日起，實施「寮屋住戶自願
登記計劃」，成功登記的住戶如日後受政府
發展清拆影響，可申請安置及特惠津貼。但
截至2022年9月30日，成功登記的寮屋住戶
僅800多個，政府因此將登記計劃延長至2023
年10月31日。

能否在今年10月底完成全港8.5萬有居住
者的寮屋登記，直接關係到政府的收地安
排和寮屋問題解決的進度。從地區人士反
映情況看，政府解說工作不足，是寮屋住
戶不願登記的一個原因。在政府已提供很
好補償津貼、且從未對已登記的800多個住
戶就其寮屋作居住用途而採取執管行動的
情況下，寮屋住戶為何仍不肯參與好處多
多的登記？對此政府要與地區組織、政黨
等加強合作，認真聽取、了解其中原因，
並進行針對性的解說宣講，爭取「寮屋住
戶自願登記計劃」順利推進，為解決寮屋
問題打下一個好的基礎，亦讓香港強勁
「興」的動能工作推進得更加順暢。

加強地區合作 做好寮屋登記
隨着內地與香港疫情平穩，多項防疫措施不斷放

寬，跨境人員往來日漸恢復。教育局估計，下月會
分階段恢復跨境學生回港上面授課。與此同時，政
府後日起將撤銷向新冠確診者發出隔離令。本港和
內地自1月8日起開展首階段通關，已測試20天，過
程順利，也沒有引發兩地疫情反彈。兩地政府應積
極評估各項限制措施的必要性，在沒有增加疫情風
險的前提下，盡快撤銷核酸要求和名額限制，加速
跨境人員往來和經濟發展。

現時往返本港和內地都要持有 48 小時核酸報
告，同時要預約名額過關，這兩項限制無疑會影
響跨境學童恢復面授課堂。

目前有逾2萬名跨境學生，復課後需要每日來回
過關上課。如果要求跨境學生按照現行規定預約
名額和做48小時核酸，相當於學生隔日就要去做
一次核酸，且需要每天上網登記名額，費時失
事，將對跨境學生及其家長造成很大困擾。因此
教育界的態度一直是爭取豁免這兩項要求。

第一、兩地開展首階段通關已三個星期，兩地疫
情一直平穩，本港每日新增個案更由過去的兩三萬
宗下跌至2,000宗水平，而內地也度過了疫情高峰期。
國家健委醫療應急司司長郭燕紅早前表示，全國
和各省已經度過了三個高峰，包括發熱門診高峰、
急症高峰和重症患者的高峰。全國發熱門診診室的
就診人數較峰值下降了94%，本港醫學會也有信心家
庭醫生能夠應付新冠患者的求診需求。

更為重要的是，其實內地和本港都已經或即將
撤銷確診者的隔離令。內地在春節前就容許輕症
患者居家治療，不再採取過去的集中隔離措施，
也沒有採取例如佩戴手帶等手段去限制確診者外
出。至於本港，1 月 30 日之後，確診者如果是輕
症，也容許上班和外出。在這種情況下，兩地的
疫情風險趨於平穩和一致。應該說，如果在兩地

的確診者都可以外出，那麼這些確診者進行跨
境，並不見得會增加兩地的系統風險，通關的核
酸要求逐漸失去防疫的意義。

從實際操作上看，近日是北上港人回港高峰
期，多位立法會議員都收到不少港人求助，表示
在內地很難做核酸，令部分人回港受阻。這也是
過關的核酸要求所面臨的現實困難。

第二、現時兩地通關有每日單向6萬人的限額，市
民過關要先拿到名額。但其實相關限額除了在年廿
九、除夕等日子的高峰期較為緊張外，其餘日子都
是十分充裕的。在27日晚查看四個通關口岸的剩餘
名額，在28日之後的所有日子，各口岸、各時段都
是充足的。從內地旅客南下的數字來看，初一至初
四只有5.6萬內地客訪港，平均每日不足2萬人，距
離兩地規定的每日單向6萬人甚遠。

政府在通關初期設置限額，是擔心復常通關後太
多人過關，影響秩序和疫情發展。但很明顯這種情
況沒有出現，兩地人員往來只會逐漸增加，且增加
的速度比政府設定的限額慢得多。既然無須擔心太
多人過關而出亂子，限額就失去了意義。

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致函國家衞健委，
建議取消兩地出入境核酸檢測的規定，為推動經
濟發展提供更有利的條件。政府專家顧問劉宇隆
亦表示，有條件取消檢測，可先做快測、再全面
取消。可見撤銷限制既有科學理據支持，也符合
兩地民眾的共同願望。對此，特區政府應積極與
內地有關部門協商，甚或採取先行一步的態度，
率先單方面豁免港人南下的核酸檢測要求，最大
限度便利港人往來。如果兩地能夠在短期內商定
撤銷核酸和限額要求，那麼跨境學生下月復課也
就無需爭取什麼豁免，只要與本地學生的要求睇
齊，每日做快測即可，復課的過程必定能夠更方
便、順暢。

積極評估撤核酸撤限額便利人員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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