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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民建聯多名成員昨日早上約見特首

林鄭月娥並提出多項建議。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現時正處於極端及

非常的防疫時期，特區政府的抗疫工作應「宜緊不宜鬆、宜早不宜

遲」，以減低市民的憂慮。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認為，政府需要加強出入境管制，以阻止疫情在本港爆發。民

建聯另一副主席周浩鼎則建議，政府在全球搜購口罩及酒精搓手液，並統一分配到各經銷商。

民記倡政府買口罩統一分配
獻多招促加強出入境限制 李慧琼：堵漏方能阻播病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
情來勢洶洶，本港各大企業均嚴陣以待。多家企業包
括恒基兆業、新世界、太古均宣佈，會捐款齊心抗
疫；也有不少企業和銀行表明，非緊急或非必要服務
的員工可留在家中工作。
恒基兆業集團聯席主席李家傑及李家誠昨日宣
佈，將以家族名義捐款1,000萬元人民幣，作為「抗

疫基金」的啓動資金，以支援全國各地及本港緊急
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抗疫工作。集團正與各地
多個單位商討，以制定最適切的援助計劃。他們表
示，病毒威脅公眾健康，必須同心應對，而這筆捐
款是第一筆緊急撥款，日後會按實際需要增撥更多
資源，務求與各界合力撲滅疫症，希望市民能盡快
重過健康正常生活。

新世界集團早前亦宣佈捐出逾1,000萬元，從多渠
道訂購「抗炎三寶」口罩、消毒潔手液及濕紙巾，
派發予基層市民及集團員工。
集團預計，下周可將首批逾千盒口罩送至非牟利

團體的辦公室或社區中心，亦正從日本、韓國及泰
國等地訂購所需物資。新世界發展執行副主席兼總
經理鄭志剛表示，今次捐助希望可為社會出一分

力，並鼓勵商界及各界人士攜手協助香港，打贏這
場沒有硝煙的硬仗。
太古集團亦宣佈，向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緊急捐款

1,000萬元人民幣，專項用於對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疫情。太古可口可樂旗下湖北太古可口可樂飲料有
限公司亦向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漢南區）政府捐
贈150萬元人民幣，用於購買醫療設備及用品。

恒基新世界太古各捐千萬助抗疫

民建聯對加強疫情控制的部分建議：一
是穩定口罩及消毒用品的供應及價

格，包括指令消委會公佈「18區黑心商戶名
單」，設立舉報機制，定期公佈防疫物品價
格等；二是加強出入境口岸防疫，包括禁止
由確診地區的非香港居民入境，呼籲港人如
非必要勿到疫區，從確診疫症地區返港人士
盡量減少到公眾地方等；三是加強統一及權
威性訊息發佈；四是提升社區防疫能力，包
括加強住所清潔消毒，與旅遊業確立資料互
通的機制等；五是舉行全城清潔大行動。
民建聯昨日約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達
對近期因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關注。李慧琼

會後表示，林鄭月娥在會面中用心聆聽民建
聯的建議，而為確保把每一個漏洞填補，方
能封鎖病毒傳播，她認為社區環境清潔衛生
是全民抗疫的重要環節，十八區更需要環環
相扣，每一區的衛生工作都不能少。她強
調，現時正處於極端及非常的防疫時期，特
區政府的抗疫工作應「宜緊不宜鬆、宜早不
宜遲」，以減低市民的憂慮。

陳克勤：應主動追蹤武漢客
陳克勤認為，「封關」是其中一個阻止疫

情爆發的措施，政府絕對不能排除。但現時
需加強出入境管控，除取得醫生證明之外，

需完全禁止有疫情爆發地方的人士進入香
港，港府亦應主動追蹤在港的武漢旅客，公
佈有關數字及身體狀況，一旦發現疑似徵
狀，須強制隔離。
對於醫管局豁免符合呈報準則病人的醫療

費用，陳克勤指是不能接受，認為公共醫療
服務要以香港人優先，非本地居民要按非符
合資格人士收費處理。

周浩鼎促消委製「口罩商黑名單」
周浩鼎則提到，為杜絕上述不良市場風

氣，確保市場上防疫物品供應及價格穩定，
促請並要求消委會製作有關銷售劣質口罩商

户的黑名單，讓市民可以比較各區口罩價
格。
他重申，明白香港奉行自由貿易政策，貨

物在本港可以自由流動及貿易，然而面對新
型肺炎疫情迅速變化，對抗疫物品需求急

增，市面上的口罩及搓手液相當短缺，若放
任市場自行處理，將令「黑心商戶」有機可
乘，濫用政策提供的便利，藉此炒賣、抬價
及囤積口罩及消毒用品等防疫物品，對市民
不公。

■民建聯與林鄭月娥會面，談抗疫安排。 民建聯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因應新型肺炎傳
染情況嚴重，全港學校將會延長農曆年假期至2月
17日開學，多所大學亦已作出類似安排。教育界人
士呼籲，離港師生應按原定計劃甚至提早回港，並
留在家中自我隔離，又希望當局緊密評估情況，不
排除因應疫情再延遲開學。而多間大學亦宣佈特別
工作安排，非緊急員工本星期可留家工作。
教育局早前宣佈，中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延
遲至2月17日復課；各大學及專上學院亦普遍延至
2月17日復課，部分改為網上教學，城大則於1月
31日至2月6日暫停課堂教學，2月7日起全部課堂
改為網上教學至另行通告。
多所大學並要求內地返港師生要作申報及健康監
察，部分大學正研究須作自我隔離者的住宿安排。
至於校園安排，港大、中大、理大、城大、浸大、
嶺大、公大及恒大等昨日宣佈，提供非緊急服務的
員工可在家工作，暫定實行至2月2日；亦有大學

要求進入校園或宿舍者要戴上口罩及量度體溫。

師生提早回港自我隔離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於電台節目指，延遲開學復課

時間是最好防疫措施，而考慮到疫情至今仍在擴
散，提醒政府各部門緊密溝通，不排除進一步再推
遲開學時間。惟他亦擔心，延長假期或會令已外遊
或到內地探親的家長學生繼續留在外地，不能起防
疫作用，呼籲師生按原定計劃甚至提早回港，留在
家中自我隔離。
黃錦良表示，學校於假期一直做清潔和消毒，但

有學校擔心口罩、洗手液及酒精等防疫用品數量未
必足夠，於採購時亦遇到困難，希望當局支援及提
供津貼，或考慮集體採購並統一分配予學校。
教聯會又呼籲各學校，容許教職員在停課期間彈

性上班，留在家中工作準備網上教材，讓學生在家
學習，既做到「停課不停學」，又能減低出現交叉

感染的風險。
此外，就網上流傳「教育局信函」稱當局已宣佈

延後學校復課日期至2月27日，教育局昨澄清指有
關消息純屬捏造，重申全港學校2月17日復課。
發言人並呼籲社會各界同心抗疫，強調任何人均

不應在香港面對疫情的困難時刻造謠生事，更不應
為學校人員、學生及家長帶來混亂。

學校延遲開學 教聯會籲在家學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為配合政
府「對公共衛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預備
及應變計劃」下提升應變級別至緊急及避免
市民聚集，多個政府設施均於今日起暫停開
放，直至另行通告。
其中，康文署轄下球場、博物館及公共
圖書館等大部分文康設施除暫停開放外，於
有關場地舉行的康樂、體育及文化活動亦會
取消，有關退票及退款安排將稍後公佈。
暫停開放的陸上和水上運動設施包括所
有體育館、運動場、草地球場、人造草地足
球場、網球場、壁球場、草地滾球場、高爾
夫球設施、公眾游泳池、泳灘、屯門康樂體
育中心、水上活動中心和度假營。文化設施
則包括所有博物館、表演場地、公共圖書館
及附設之自修室、流動圖書館，以及音樂事
務處的音樂中心。
漁護署亦宣佈，香港濕地公園、瀕危物
種資源中心、8間郊野公園遊客/教育中心
及7間香港地質公園遊客中心亦暫停開放，
並取消所有學校及公眾活動直至另行通告。
部分環保署轄下的公共設施亦會暫停開
放，包括WEEE．PARK訪客中心、T．
PARK［源．區］訪客中心、環保園訪客中
心、各環境資源中心，並取消在各個「綠在
區區」舉行的訪客及教育活動。
運輸署位於金鐘、長沙灣、觀塘及沙田

的牌照事務處、公共車輛分組、過境服務分
組、駕駛考試排期事務處、車輛檢驗中心、
駕駛考試中心、筆試中心和市區及新界分區
辦事處亦會暫停服務，已預約進行駕駛考試
的考生，將獲個別通知另訂的考試日期。

郵政僅維持入口特快專遞
民政事務總署宣佈，所有社區會堂及社
區中心(除用作避寒中心外)將暫停開放。香
港郵政亦宣佈，今日起至下月2日的郵政局
櫃位服務(包括郵政信箱)、郵件派遞服務及
郵箱收信服務將會暫停，但會維持入口特快
專遞郵件的派遞服務。
稅務局亦由今日起暫停所有服務至下月2

日，其間所有繳付稅款、提出反對及暫緩繳
納暫繳稅申請、提交報稅表或其他資料等事
宜的到期日將會自動順延至下月3日。

康文署設施今起暫停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為減低疫情在社區擴散的
風險，特區政府呼籲僱主考慮
安排員工在家工作，不少企業
跟隨。新世界早前已宣佈，旗
下員工可彈性選擇是否回公司
或在家工作，直至下月3日才
回復正常上班。至於與服務市
民相關的崗位會維持正常服
務。多家銀行均表示各分行今
日會維持正常服務，但會採取
應變措施。
中銀香港表示，除提供客

戶服務及保障銀行正常營運
的必要人員外，其餘員工在
假期後可留在家中工作，直
至下月2日。銀行會加強消
毒和清潔工作、為客戶提供
潔手消毒液、以及安排員工
佩戴口罩上班等。
匯豐指，這段期間會維持

正常服務，鼓勵所有香港員
工在可行情況下在家工作，
與客戶接觸員工必須佩戴口

罩。如員工在過去14天曾前
往內地或接觸任何到過湖北
省人士，必須在家自我隔離
14天。 由即日起至下月11
日會暫停所有前往香港的商
務行程，而前往內地其他地
方將暫停至另行通知。
渣打表示，禁止員工到武

漢及湖北省公幹，延遲所有
非必要前往內地的安排。如
員工或其家庭成員曾到訪內
地，需留在家自我隔離 14
天。分行所有員工均需戴上
口罩，非緊急或必要服務員
工會盡量留在家中工作。
香港寬頻亦宣佈，為保障

人員及家人健康，由即日至
下月16日止，旗下位於香
港、內地、澳門、新加坡及
馬來西亞辦公室的所有後勤
工作人員，均可採取彈性安
排在家工作；另外未來兩周
停止人員往來內地進行商業
活動。

香港文匯報
訊 （ 記 者 文
森）新型冠狀
病毒肺炎疫情
持續擴大，市
民出行時必須
小 心 保 護 自
己。多家公共
交通工具公司
均表明，已即
時採取措施加
強防疫工作，
包括加密清潔
消毒、員工必
須佩戴口罩及
量度體溫等。
另外，對於有
傳言指九巴將
提供有限度服務，九巴澄清純屬謠言，並已報警處
理。
因應防疫應變已提升至緊急級別，九巴及龍運表

示，已加強車廂及冷氣系統清潔，其中冷氣濾塵網
由每月清洗一次提升至每月兩至四次，並以稀釋漂
白水及消毒藥水加強潔淨。全線車隊已增設車廂廣
播，又在路線顯示屏幕展示標語，提醒乘客注意衛
生。全線車長在駕駛載客班次時需佩戴口罩，減低
病毒感染風險。
此外，乘客可在機場、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佐
敦 (西九龍站)、落馬洲及紅磡站的巴士總站，向工作
人員索取口罩自用。而多個轉車站及巴士總站的排
隊位置已設酒精消毒搓手液機，供乘客和前線員工
使用。

網傳有限度服務 九巴稱純屬謠言
對於有社交媒體流傳信息指九巴將提供有限度服

務，工作日數調整至一星期4天，九巴昨日澄清，此
信息純屬謠言，公司服務如常，已報警處理。
新巴城巴亦指，已加強清洗全線巴士車廂，每日
以1比99或1比49稀釋漂白水清潔及消毒，並定時
清洗巴士空調系統的冷氣隔塵網，加強過濾車廂空
氣。

兩巴也會透過車廂自動報站系統及動態路線顯示屏，宣傳
及教育公眾注意個人及環境衛生。所有前線員工每天上班前
均需量度體溫，若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或發燒情況，應盡快
求醫及向公司報告。
港鐵指出，網絡內各車站的清潔消毒工作已進一步加密至每

2小時一次，清潔工人會以1比99漂白水清潔站內乘客經常接觸
到的地方如扶手電梯、升降機，售票機等；車站會加強抽入新
鮮空氣；全線本地93個車站的空調系統隔塵網亦會加密更換及
清洗。
港鐵並指，已要求全線車站員工於當值期間佩戴口罩，每

天上班前亦需量度體溫。另外已透過車站顯示屏提醒乘客保
持良好衛生習慣，如感到不適應盡早求診。

政府籲在家工作
銀行維持正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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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龍運多管齊下，已加強車廂
及冷氣系統清潔。

■各大學
及專上學
院亦延至
2月 17日
復課。圖
為香港大
學校園。
資料圖片

■公眾游泳池暫停開放。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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