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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來勢洶洶，香港多家旅行社陸續宣佈進一步

延長取消內地旅行團的期限，其中康泰、永安、東瀛遊及縱橫遊旅行

社於2月份出發的內地團隊已全部取消。香港旅遊業議會指出，截至

前日下午，累計最少3,340個原定於1月24日至2月29日出發到內地

的旅行團已被取消，涉及超過11.6萬名報名旅客。由於仍有部分旅行社未決定是否全線取消2月份出發的內地

團，估計受影響旅行團數目將持續增加。

港最少3340內地團取消
逾11.6萬報名旅客受影響 旅議會料數目續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浸大校園課堂停至3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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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新型肺炎疫情
仍然未受控，澳門教育暨青年局昨日
公佈，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
大中小學等教育機構將無限期停課，
復課安排將於復課前一星期公佈。另
外，澳門昨日新增兩宗懷疑感染新型
冠狀病毒個案。
澳門教青局早前已宣佈，學校農曆

新年假期延至下月10日或之後上課，
教青局昨日再宣佈，因應新型冠狀病
毒疫情持續，為保障學生及教職員工
的健康，各高等院校、中、小、幼學
校的開課日，以及私立補充教學輔助
中心、持續教育機構開始運作的日
期，將再向後延遲。
至於復課安排，將於復課前一周作

出公佈；在停課期間，學校應透過各
類通訊或互聯網方式進行聯繫和辦
公，重新調整及延後測驗及考試的時
間安排。
另外，澳門昨日新增兩宗懷疑感染

新型冠狀病毒個案，包括一個照顧過
確診病人的護士，以及一個已經進了
隔離營的湖北人。其中51歲的醫院
女護士於1月13日曾接觸確診武漢肺
炎病人，澳門衛生局指她當日有按防
疫指引，做足防護措施。昨晨發熱、
流鼻水、咽痛和咳嗽等，已送往山頂
醫院隔離，等候化驗結果。
另一個懷疑個案是36歲湖北籍男

子，早前已入住黑沙青年旅舍，昨早
出現咳嗽症狀，正接受「特別急診」
作進一步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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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新型
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持續，多所大
學先後制訂一系列的防疫措施，包括停
課至2月16日。浸大昨日更宣佈校園課
堂會延至3月2日始恢復，其間均會改
為電子學習，而所有返校的教職員與學
生，亦需填寫健康申報。至於科大及港
大，則會分別安排從湖北及內地返港的
學生，於宿舍以外自我隔離，以減低感
染風險。
浸大校長錢大康昨日向全體師生發
信，指會進一步延至3月2日始復課，
改由電子學習代替，建議所有學生其間
不要回校，當校園做好預防措施後則會
再通知宿生。至於有需要返校工作及學
習的教職員和學生，則需事先填寫網上

健康申報表；曾往內地者，返校前亦要
先自我隔離14天。

科大籲本地生暫勿返宿舍
科大前晚亦向師生發電郵，要求透過

網上平台申報近期旅遊記錄及健康狀
況，以便校方向有需要者提供援助。而
因應政府呼籲從湖北返港的人自我隔離
14天，校方會於校內主要招待學術交流
外賓的Conference Lodge預留單人房予
在港未有住宿的學生，而不會於學生宿
舍進行隔離。該校強調相關學生出入必
須戴上口罩，盡量避免到擠擁地方，每
日亦宜定時量度體溫，如有發燒或出現
呼吸道症狀，應及早就醫。
科大並建議，所有本地生暫不要返回

宿舍，大學將進一步加強宿舍清潔，並
會加強相關量度體溫措施，保持警惕，
並繼續密切監視局勢。

港大安排非港生校外隔離
另外，港大學生會前日引述校方消

息，指29日下午3時起，會為從內地返
港的非本地生安排校外暫住居所作隔
離。
港大發言人補充指，由於部分舍堂設

計未能提供足夠的獨立浴室及廁所予需
要暫時自我隔離的同學，故須安排部分
人暫住酒店，以保障校內成員及顧及社
區的安全。校方亦會於學生入住前先了
解其健康情況，確保他們沒有發燒、急
性呼吸道感染或肺炎等任何徵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澳門昨
日宣佈無限期停課，而香港至今暫仍維
持2月17日復課安排。有本港中學校長
直言，疫情持續下，對中學文憑試能否
如期3月開考表示憂慮，尤其部分學校已
被迫取消校內模擬試。他呼籲教育局應
盡早設立專責臨時委員會，及早就是否
延期復課及開考等事宜提出預備方案，

讓學界及超過5萬名考生早作心理準備，
盡量減低影響。
文憑試原定於3月開考，今屆共有5.2

萬人報考。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教聯
會副主席鄧飛表示，疫情下大量考生聚
集是一大挑戰，「每場筆試都有幾百名
考生共處一室，如果有一個考生無戴口
罩怎辦？是要把他趕離考場，還是要提

供考場的學校準備足夠數量的口罩，但
學校本身的（口罩）數量可能已經相當
緊張……」
他表示，因澳門未有類似DSE的公開試

制度，宣佈停課相對容易，相比下香港
DSE開考在即，令情況較為複雜，技術性
問題更是多不勝數，加上目前社會環境亦
難免影響考生備試，「目前已有部分學校

取消模擬試，這類學生多少會蝕底。」假
如最終決定延期DSE考試，往後的改卷、
聯招等安排均會受到牽連，凡此種種更顯
盡早籌謀後備方案的迫切性。
為此，鄧飛呼籲教育局務必設立專責
臨時委員會，及早就是否延期復課及開
考等事宜提出預備方案，讓學界、家長
以及社會人士早有心理準備，「例如最
簡單講，會是遲一兩個月，還是更長，
往後包括暑假等安排又是如何，這些都
應有個預案，讓大家有所準備。」

3月文憑試怎辦？ 教界籲速研方案

康泰旅行社原本取消本月底前出發的所
有內地團，該社昨日發新聞稿表示，

因應疫情發展，感染個案持續增加，為保障
員工及顧客健康，決定取消所有2月底前出
發的全線內地旅行團，並會陸續通知受影響
顧客。顧客可選擇即時轉團前往其他地區、
保留團費6個月，或全數退回團費，旅行社
將不收取任何手續費。旅行社會密切留意最
新情況及作出適當調整。
除康泰外，永安繼上周取消於2月15日前
出發的內地團後，前日再公佈取消至2月29

日前所有內地旅行團。受影響旅客可選擇轉
往其他旅行團、保留團費6個月，或減除手
續費後退回團費。
東瀛遊早於年三十（24日）已公佈取消2

月份的內地團；星晨旅遊的內地團取消至2
月15日；中旅社則取消2月10日前出發的
內地團。

多省拒接待旅團 情況罕見
縱橫遊原定取消2月7日前出發的內地旅

行團，現已延長取消至2月底，預料新增受

影響團數約40團、共涉及約800人。
縱橫遊執行董事袁振寧表示，內地多個省

市已表明不接待旅行團，情況罕有，現時難
以評估疫情發展，「萬一飛機成為傳播途
徑，勢必打擊整個旅遊業。」

約70%旅客揀保留團費
他提到，據初步統計，原本2月11日前出
發的內地團，當中約70%已報團旅客選擇保
留團費，退團者則需付手續費。而現時報團
旅客多選擇海外一些人口密度較低的郊區旅

遊。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陳張樂怡表示，截至前

日下午，已有至少3,340個原定於1月24日
至2月29日出發到內地的旅行團取消，涉及

超過11.6萬名旅客。
她續稱，由於部分旅行社尚未決定是否全
線取消2月份出發的內地團，相信取消的數
目將繼續增加。

■浸會大學昨日宣佈，鑑於新型肺炎疫情持續，
校園課堂將暫停至3月2日。圖為浸大逸夫行政
樓。 資料圖片

■受新型肺炎疫情影響，多家旅行社均決定，取消所有於2月底前出發的內地團。圖為康
泰一間分行。 資料圖片

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持續上升，疫情仍在發
展之中，部分政治人物要求「全面封關」之聲不
絕於耳，有醫護團體在政治煽惑下甚至要挾罷工
逼政府就範。防疫措施的判斷和決定必須以科學
為依據，兼顧防疫與社會正常運作的平衡，絕不
能訴諸政治化炒作，人為製造矛盾、加劇恐慌。
當然，政府要密切關注疫情的變化，加強邊境的
人流控制，嚴密監測，及時排查病源進入本港，
社會各界則應理性冷靜、上下一心抗疫，防止政
治化干擾影響正常合理的防疫部署。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來勢洶洶，本港醫療系統壓
力大增，有個別業界團體以保障從業者安全為
由，要求政府「全面封關」，「一刀切」切斷與
內地人流的往來，以達到「隔離」防疫的效果，
否則將採取工業行動。「全面封關」的要求看似
有合理性，但實際可行性和成效明顯存疑。

首先，香港與內地密不可分，除了人流頻密
之外，香港日常所需的糧油、食水、蔬菜絕大
部分都靠內地供應，如果「全面封關」，斷絕
人流往來，物流是否也要停止？提出「全面封
關」要求的人士，敢保證供港貨物不帶病毒？
完全停止與內地的人流、物流，本港社會還能
不能正常運作，會出現怎樣的混亂，香港能夠
承受嗎？提出「全面封關」要求的人士，有沒
有 認 真 考 慮 過 ？ 其 次 ， 一 旦 宣 佈 「 全 面 封
關」，在內地的近 30 萬港人蜂擁返港，對本港
邊境防疫造成多大壓力，能否保證查到所有已
被病毒感染的港人，不會出現「漏網之魚」導
致本港社區擴散，提出「全面封關」要求的人
士，又有沒有認真考慮過？

現在新型冠狀病毒已不止在內地傳播，世界各
地都出現確診案例，香港作為細小的開放型國際
城市，為了防疫若對內地「全面封關」，那是否
也要向全世界「封關」，以求萬無一失？事實

上，面對重大疫情，在全球化的今天，最重要保
持冷靜，與世界各國各地緊密合作，共抗疫症。
過去20年，本港經過禽流感、沙士、豬流感等重
大公共衛生事件，從無試過因本地或外地疫症而
「全面封關」；昨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與
中方密切合作應對疫情，國務卿蓬佩奧表示會繼
續監察情況，包括評估是否頒佈前往中國的旅遊
禁令，但強調不能過度反應，以免令情況更差。
更值得注意的是，昨日世界衛生組織再度召開緊
急委員會討論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表示新型冠狀
病毒不是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可見，
防疫不能掉以輕心，但也不能自製恐慌，自亂陣
腳。

加強口岸人流控制，減少病毒傳入是必須的，
只不過該採取什麼措施應深思熟慮，需要遵循科
學客觀的原則。政府在聽取專家小組的意見後，
已經採取了多項措施，包括加強出入境管制、無
限期暫停來往武漢的航班及高鐵、暫停個人遊
等，內地來港人士已減少8成；有關措施實施以
來，已經在關口阻截近1,600名湖北旅客入境，
而過去數日亦有超過1,300人陸續離境，政府表
示目前只有很少數湖北旅客在港，至今本港確診
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個案為 10 例，並未急劇上
升，反映有關措施可減少風險較高人員進入本
港，在疫情防控和保障市民、遊客往來之間作出
科學有效、合情合理的平衡。

可見，不論是經驗還是現實都表明，防疫不能
情緒化、政治化，以免給防疫徒添非科學理性的
干擾，而應該從嚴控風險的角度出發。政府已承
諾密切留意局部封關後的情況，考慮進一步縮減
兩地人流交往；政府還應加強與內地口岸檢疫部
門的合作，採用更先進、嚴謹的手段和技術做好
出入境防疫，既有利提升防疫效果、保障內地和
本港民眾的健康安全，也避免不必要的恐慌。

加強口岸人流控制 切勿將防疫政治化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本港出現市民

搶購口罩潮，多間連鎖店因口罩限量發售
引發大排長龍。特區政府積極與中央政府
和內地有關方面協調供貨，主動從各地採
購，正安排3200萬個口罩陸續供港，有助
減輕市民購置不到口罩的焦慮；但政府未
來仍需做好口罩分派，可考慮特事特辦，
在防疫時期由政府統籌派發事宜，既穩定
民心，又避免市民大規模排隊購置，徒增
病毒傳播風險。海關和消委會亦應加強巡
查，打擊哄抬價格、囤積居奇的不法商
人。

市民搶購口罩防疫，市面「一罩難
求」。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密切聯繫，確
保春節過後有充足口罩供應本港。政務司
司長張建宗昨日表示，已促成800萬個口
罩運到香港作零售，相信陸續應市；另外
海關正安排2400萬個口罩供港零售，正在
運輸、清關過程中。政府又安排懲教署生
產的口罩由每月110萬增至180萬個，並聯
絡本地創科公司每月提供160萬個較高規
格口罩。相信隨着供應顯著增加，「口罩
荒」會平息下來，政府多管齊下增加口罩
供應，值得肯定。

多間連鎖店昨日有口罩應市，唯市民感
覺疫情發展未明，擔心口罩很快會斷貨，
於是搶購自保。可見，口罩問題既是防疫
物資供應問題，更關乎市民的防疫信心。
如果市民都擔心口罩短缺而搶購，那麼短
缺就會「自我實現」。要打破這種恐慌性
的心理預期，政府需要採取有效辦法，統
籌管理口罩的採購和分派工作，讓市民清
晰了解口罩的存量和分發方式。只要市民
相信口罩供應穩定充足，自然不會搶購囤

貨，「口罩荒」也會消失。
新加坡的做法對香港有一定借鑒作

用。新加坡政府昨日宣佈，將在 2 月 1 日
免費向全國 137 萬個家庭每戶派發 4 個外
科口罩，領取者只需要出示身份證。新
加坡交通部兼衛生部高級政務部長藍彬
明表示，政府是要藉此向新加坡人保
證，只要大家理性及負責任地使用口
罩，貨品供應是充足的，無需搶購。可
見由政府統籌分派，對於穩定民心、消
除恐慌有很大作用。

特區政府仍固守市場運作規條，任由商
家自行發售口罩，卻難免出現種種亂象。
大批市民聚集排隊，輪候搶購口罩，可能
口罩數目根本不足供應排隊的市民，令市
民浪費時間；專家指，現時新型冠狀病毒
不但可以透過飛沫傳播，更可透過接觸傳
播，大批人聚集排隊，「人走埋一齊才會
有傳播風險」。因此，政府應考慮合理運
用社區網絡，有計劃、有秩序地統籌分
派，例如可參照公屋屋邨分派垃圾袋一樣
由管理處統一發放，或運用互聯網科技，
讓市民用手機預約、定點取貨，提升分派
效率，便民利民，更避免人群聚集，減少
病毒傳播。

另一方面，有不法商人借疫情斂財。消
委會表示，自上月中至今一共接獲十多宗
涉及口罩的投訴。有商家坐地起價、囤積
居奇，更有藥房出售懷疑二手口罩。海關
應加強巡查全港各區，確保出售的口罩符
合《商品說明條例》及《消費品安全條
例》，敦促商戶守法經營，履行社會責
任，與市民共渡時艱，若鋌而走險發「災
難財」，一定會受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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