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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持續，特區

政府早前要求內地回港人士需接

受強制檢疫14天。不過，政府留

意到有懷疑濫用暫住設施的情

況，如其中約有20%香港居民多次往返內地並重複入住暫住設施。為

此，政府昨日宣佈，今日起向入住政府提供的暫住設施（包括曹公潭戶外

康樂中心、西貢戶外康樂中心或麥理浩夫人度假村等）的人，收取每日

200元，作為入住及膳食收費。

兩成人濫用隔離營又食又拎
重複入住擅取風筒杯麵 政府日收200元防無賴

政府發言人解釋，留意到有懷疑濫用暫
住設施的情況，例如有香港居民在強

制檢疫措施於2月8日生效後多次往返內
地，並重複入住暫住設施；亦有香港居民在
有本地居所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入住暫住設
施。

部分人講明為免費食宿
康文署亦指，有約兩成人懷疑濫用暫住設
施的情況，23人完成第一次強制檢疫令後，
再度出入境，並一再入住暫住設施，其中1
人已是第三次入住，另有超過130名有本地
居所的人，堅持入住暫住設施。部分人更表

明為了免費食宿，而營內的物品如電線拖
板、風筒、淋浴露及電子探熱針等被人私
自取走，又有隔離者拿走大量政府發放的
食物，如杯麵等。
有見及此，政府由3月17日起向入住暫住

設施者收費，以打擊濫用情況及把宿位留給
真正有需要的人士。
發言人表示，由2月8日午夜零時起，衛
生署根據《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
（第599C章），要求從內地入境或在抵港
前14天內曾到內地的人士（湖北省除外）
在抵港後，必須強制在家居或其他住所接受
隔離檢疫14天。

3暫住設施入住率近飽和

發言人說，一般而言，香港居民會在家居
或其自行安排的住所進行檢疫，政府亦會在
他們入境時提供本地私營賓館或酒店資料，
以作參考。若香港居民在本港無法安排入住
地方，則由政府安排入住暫住設施，即曹公
潭戶外康樂中心、西貢戶外康樂中心或麥理
浩夫人度假村，進行檢疫。
據悉，強制檢疫措施生效以來，已有700

多人次入住上述三個由政府提供的暫住設
施。目前三個暫住設施的入住率已接近飽
和，預計暫住設施將不足以應付所有從內地
回港的香港居民需要，政府必須為真正有支
援需要者預留暫住設施。

入住檢疫中心者不收費
就有報道評論政府不應「一刀切」向所有

強制隔離者收費，政府發言人昨晚澄清並無
此安排。

發言人說，有關收費安排只適用於入住政
府的暫住設施，即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西貢
戶外康樂中心或麥理浩夫人度假村。入住的人
都是從內地（除湖北省以外）返港的香港居
民，應該在家居或其自行安排的處所進行家居
隔離。此收費安排不適用於入住檢疫中心的
人，即與確診患者有密切接觸，或由健康風險
較高的地區（如湖北省）抵港但沒有出現病徵
的人士。因此，從日本「鑽石公主號」或湖北
返港者入住檢疫中心是毋須收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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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教育局宣佈停課，
不少教育機構首當其衝。來自10個不同
界別、逾30所機構組成的「停課苦主大
聯盟」昨日聯同立法會九龍西議員陳凱
欣舉行記者會，指業界一直致力培訓幼
兒興趣、才能，但早前特區政府推出的
300億元防疫抗疫基金，未能惠及部分
幼兒教育機構及相關行業。他們認為，
網上教學不是靈丹妙藥，要求政府提供
至少兩億元資金支援業界，以紓緩業界
正面臨的倒閉潮。
「大聯盟」召集人溫金珠表示，全港
學校停課以來，所有教育機構亦跟隨停
課，被迫令業界「手停口停」，家長亦
要求退款，惟業主不願減租，在零收入
的情況下仍需要繳交租金，「即使學校
如期4月20日復課，相信教育中心營運

亦需最少兩個月才能復甦。」

興趣班補習社未能受惠
陳凱欣就指出，特區政府推出的防疫

抗疫基金，只惠及特定的行業，例如撥
款2.2億元支援經營困難的幼兒園、1.4
億元支援藝文界，但幼兒教育例如舉辦
興趣班的機構及補習社等，卻未有落入
受惠類別。她又指出，網上學習成效不
彰，「唔係靈丹妙藥（只靠網學），點
畀五六歲小朋友學體能呀？」
陳凱欣認為，政府應先向業界收集資
料，再向業界提供支援。她表示，已約見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於下周見面，表達業界
的訴求，並促請政府參考對幼兒中心的支
援，盡快推出第二輪抗疫基金，提供業界
不少於兩億支援金額，並牽頭與業主商討
租金寬免，或提供租金援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隨着香港
特區政府對歐美及亞洲多國發出紅色外
遊警示，須接受家居檢疫人士數目持續
增加，由2月8日至今超過50,000人接受
家居檢疫。創新及科技局發言人昨日表
示，由香港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
的可重用電子手環有5,000隻，另從市場
先後訂購一次性電子手環共60,000隻，
當中近5,000隻已交付並完成測試，可供
使用，其餘55,000隻將陸續送達。
發言人指，防疫抗疫基金已撥款5,000

萬元，借助科技支援家居檢疫。為使監
察更為有效，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資科辦)與科學園一家本地創科公司「隨
賞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應用該公司聯
同本地大學所研發的手機應用程式，配
合電子手環，透過人工智能及大數據分
析各種訊號變化，進一步核實接受檢疫
人士是否身處家中。
發言人續指，由上星期六(14日)起已使
用該手機應用程式配合電子手環，效果
理想。當局會進一步把該技術應用於監
察即將進行強制檢疫的人士，以加強檢
疫的成效。一旦接受檢疫人士離家，衛
生署及警方會即時知悉及跟進。有關技
術特別適用於室內環境，手環有防水設

計，應用於強制家居檢疫最為適切，可
做到「本地研發、本地應用、本地受
惠」。
發言人又指，政府以風險為本，決

定接受檢疫者所需的科技監察。在檢
疫期間，政府透過多項措施監測接受
檢疫人士有否遵從檢疫令，包括透過
通訊軟件（以WhatsApp 或WeChat）
分享實時地點。資科辦設立的家居檢
疫聯絡中心工作人員，會不時核實該
人士是否留在他報住的地址，並以視
像通話作突擊檢查，以確保他留在居
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 受黑
暴襲港影響，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收
入大減。樂園昨日公佈2018/19年度業
績，上半年度錄得不俗的業績，惟受社
會事件影響，下半年度業績大倒退，全
年度共錄得60億元收入，1.05億元淨虧
損，較2017/18年度的淨虧損擴大近1
倍，是連續第五年業績見紅。全年入場
人次亦按年下跌4%至650萬人次。
香港迪士尼樂園上年度（即2018年
10月至2019年9月）開局勢頭良好，首
9個月收入按年上升 11%，未扣除利

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增長
20%，淨純利增幅更高達3倍。同期樂
園入場人次上升5%，酒店入住率也按
年增加8%。
直至第四季（即去年7月至9月），香

港受社會事件影響，訪港旅客量大跌，令
香港迪士尼的全年業績備受打擊。全年未
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下跌
17%至11億元，淨虧損1.05億元，比對
上一年度多蝕94%。全年入場人次亦按
年下跌4%至650萬人次，減少20萬人
次。賓客人均消費則按年上升4%，連續

10年創新高。
賓客組合方面，港人入場人次佔整體

41%，內地及其他市場則分別佔33%及
26%。其中以來自日本、韓國及泰國的
旅客的入場人次升幅最高，均錄得雙位
數增長。另外為會員提供的一系列尊享
活動，亦帶動會員的入場人次、人均入
場次數及總消費均創新高。
香港迪士尼行政總裁楊善妮昨日與傳

媒進行電話會議時承認，業績並未反映
去年下半年社會事件及近期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響，但事件確實對本港旅遊業帶
來衝擊，樂園更於1月26日起關閉，現
時仍未有重開時間表，但會密切監察情
況，希望盡快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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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暴拖累業績 迪園去年蝕1億

■陳凱欣指早前特區政府推出的300億元防疫抗疫基金，未能惠及部分幼兒教育機
構及相關行業，並促撥兩億元支援。 fb截圖

■政府今起向入住政府提供的暫住設施的人，收取每日200元。圖
為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網上圖片

■部分人表明為免費食宿入住，又將營內物品如電線拖板、風筒私
自取走。圖為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資料圖片

政府今日起向入住包括麥理浩夫人度假村在
內的 3 個檢疫中心的人士，收取每日 200 元的
入住及膳食費。檢疫中心資源珍貴，在抗疫中
作用重大，收取合理費用，乃至處罰重複入
住、試圖長期霸佔者，是杜絕檢疫中心遭濫用
的必要措施。新冠肺炎疫情在歐美迅速蔓延，
海外回港人士勢必大增，政府更要想辦法盡快
增加檢疫中心，包括利用工廠區酒店、新落成
公共屋邨等作檢疫之用，為迎接大量港人回流
「避疫」做好準備。

為照顧接受檢疫者，目前本港檢疫中心免費
入住，政府還為檢疫者免費提供基本日常用品
及膳食。但政府發現，本港的檢疫中心有懷疑
被濫用的情況，目前本港要求由內地入境需要
接受強制檢疫，有本港居民多次往返內地，重
複入住只供暫住的檢疫中心；亦有本港居民在
港有居所，卻不願家居隔離，堅持入住暫住設
施。檢疫中心不是免費酒店，一定要防止被人
濫用。

北京由昨日開始，所有境外進京人員，均要
轉送至集中觀察點進行14天的隔離觀察。集中
隔離觀察期間，隔離人員費用自理。按照目前
北京市官方隔離點的收費，每天住宿費用人民
幣 350 元左右、餐費每日 100 元。相比之下，
本港檢疫中心每日收取200元港幣入住及膳食
費，合情合理，透過收費有助打擊濫用，把檢
疫宿位留給真正有需要的人士。

經過個多月的嚴厲防控，內地、本港的疫情
漸趨穩定，但歐美的疫情卻在急劇惡化，確診
和死亡人數都大幅飆升，社會瀰漫恐慌情緒。

更令人擔憂的是，美英採取「佛系抗疫」，當
地港人紛求回港避疫。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亦
表示，部分國家在防疫「放軟手腳」，美國、
英國市民接受病毒檢測個案甚少，近日由英國
輸入的個案頗多，令人關注。

如果大批留學英美等地的學生和港人回
港，本港現有檢疫中心恐不勝負荷。據英國
高等教育數據統計局（HESA）數據，2018/19
學年有16,000多名學生來自本港，就讀學士及
碩士課程，數字還未計及入讀中小學學童。
有本港海外升學中心估計，在美國留學港人
肯定過萬。而到目前為止，火炭駿洋邨有
4,800 個單位可作檢疫之用，其他檢疫中心合
共不超過800個宿位，所有檢疫中心的使用率
已達7成。若數以萬計歐美留學生短期內同時
回港，即使大多數人接受家居隔離，但只要
有1成人有病徵、或懷疑感染，需要到檢疫中
心 進 行 隔 離 ， 就 可 能 導 致 檢 疫 中 心 「 爆
煲」。

因此，政府更需努力加快尋覓、增建檢疫中
心的步伐。本港飽受黑暴及新冠肺炎疫情打
擊，訪港旅客大跌，酒店業步入寒冬，部分位
處工廠區的酒店供應過剩，近期青衣、黃竹坑
區的酒店日租已低見約70至200多元，根本不
足以維持，且前景黯淡，酒店業主已無心經
營，打算出售或另作他用。政府可考慮包租不
接近民居的工廠區酒店，作為檢疫中心；另
外，在新界偏遠地區新落成的公共屋邨，或已
停辦多年的校舍，政府都應積極改建為臨時檢
疫中心，以備抗疫之需。

檢疫中心要防濫用 更要加快增建
隨着內地疫情明顯受控和歐美確診個案

急增，澳門特區政府昨日宣佈，從今日零
時起，除了內地、香港和台灣地區，所有
入境人士均要接受14日醫學觀察。澳門根
據疫情態勢變化，將防疫重心從防範內地
輸入轉為防範海外輸入，是符合科學、符
合實際的決策，值得本港借鑒。及時的防
疫重心調整，更有針對性，更能有效防止
疫情輸入，也為下一步有序恢復兩地經濟
社會交流活動，分階段逐步放寬內地旅客
入境、帶動消費活躍、推動經濟復甦做好
準備。

新冠肺炎疫情急速擴散，包括歐美在內
的海外累積確診和死亡病例大幅上升，昨
日已超越中國內地的數字。內地31個省市
自治區連續多日維持在單位數字，相反歐
洲多國持續錄得單日以千計的新增病例，
英國和美國防疫未夠嚴謹，情況更令人擔
憂。面對疫情轉變，內地各省市在防止疫
情反覆的前提下，開始復工、復產，部分
省市甚至準備復課。因此，澳門及時改變
14日醫學觀察的適用對象，是因時制宜防
範病毒輸入的實事求是舉措，值得香港借
鏡。這種調整的科學性和必要性，可從兩
個角度來考慮。

首先，具有有效防疫的科學性和必要
性。自從進入3月份以來，本港新增個案幾
乎都與海外輸入有關，新確診病人多數來
自歐洲、美國、加拿大、印度或埃及，來
自內地的新增病例基本絕跡。這一方面是

因為內地採取了最有力的防控措施，疫情
迅速受控，多個省市已成功「清零」多
日，已經沒有新冠肺炎病人；另一方面是
因為內地採取極嚴格的出境限制措施，各
種出境旅遊、港澳遊均已停止，加上內地
各大城市開始對境外入境人士實施14日隔
離令，最大限度壓縮本港與內地的人員往
來。可見，本港當前面對由海外輸入的風
險，遠大於內地輸入的風險。

另外，疫情始終會過去，疫後經濟復甦
隨之成為更重要的工作。本港屬於細小的
外向型經濟體，經濟極度依賴對外往來，
內地和歐美等地接連爆發新冠疫情，已經
重創本地經濟。最新公佈的2月份訪港旅客
數字雪崩式下跌96%，估計3月份的數字會
更差，零售、旅遊、餐飲業苦不堪言，失
業率更攀至近10年高位。內地疫情逐步穩
定，本港在做好疫情防控，確保不爆發社
區傳播，下一步可考慮分地區、分階段逐
步放寬與內地的人流管制，借內地復工復
市的經濟活水，通過內地遊客訪港釋放的
消費力，解救本港受疫情影響最重的行
業，讓這些行業、從業員喘喘氣，重獲生
機。

2003 年沙士之後，本港經濟能迅速復
元，就是靠內地開放個人遊、落實CEPA帶
動。在內地疫情穩定後，迅速加強與內地
經濟的互聯互通、互補共贏，擴大產業交
融和消費市場一體化，正是本港走出「經
濟寒冬」的必由之路。

借鏡澳門調整防疫重心加快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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