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全球各地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採取出入境限制，北非國家摩洛

哥日前臨時關閉領空，禁止民航機入境。香港旅遊業議會估

計，共約230名香港旅客滯留當地，包括4個旅行團約80名團

友及150名個人遊旅客，旅議會已向特區政府求助。本港入境

事務處表示，共接獲146名港人有關返港行程的求助，保安局正了解當地航班的運作情況。有旅行社引述

滯留團友表示，當地市況正常，但仍感到擔心，盼盡快獲安排航班返港。

旅議會昨日指，現時有4個本港旅行團包
括金怡假期、星晨旅遊及新華旅遊共約

80人在摩洛哥。據了解，當地領空將會短暫
開放讓各國撤走國民，但如何協助旅客返港，
需待中國駐當地大使館和香港特區政府保安
局安排，旅議會已向保安局求助。

周邊國家封城 改道返港無望
金怡假期一個在摩洛哥約20人的旅行團，
原定明天返港，但航班已被取消。身兼金怡假
期主席的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會長葉慶寧表
示，他們會設法協助團友返港，但摩洛哥機場
已封閉，飛機不能升降，周邊國家或地區亦陸
續封城，要取道其他地區返港亦不容易。他

指，業界有意向政府提出派包機到摩洛哥著名
旅遊城市卡薩布蘭卡，接載港人回港。
星晨旅遊副總裁張淑雯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旅行團於本月14日出
發，經杜拜轉機往摩洛哥，全團連領隊共
有11人。由於得知本月22日的回程航班被
取消，團隊前兩天已留在卡薩布蘭卡，盼
提前回程，惜因已無航班運作，故未能離
開。她引述團友指，當地市況正常，食宿
安排也沒問題，但當然感憂心，希望領空
可盡快重開，讓他們順利返港。
入境處人員已聯絡旅行社，對方已應要
求提供了全團人的名單。
新華旅遊總經理蘇子楊昨日也向香港文匯

報表示，一個全團連領隊共28人的團隊於
本月13日出發，原定本月22日經土耳其返
港，早前得知航班被取消後，現時在卡薩布
蘭卡滯留。他表示，當地情況穩定，物資供
應正常，安全沒有問題。
有立法會議員表示，接獲57宗滯留摩洛

哥的港人求助，部分人有藥物需要，當中
包括長者。他認為隨着疫情發展，將會愈
來愈多國家採取類似措施，故政府需思考對
策，包括是否派包機接載港人。
入境處就摩洛哥實施臨時航班管制昨晚

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入境處一直
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中國駐摩洛
哥王國大使館、摩洛哥王國駐中國大使

館、保安局、旅議會及有關旅行社了解及
跟進情況。

入境處：續保持密切聯繫
入境處指，截至前日下午6時，共接獲

146名港人有關返港行程的求助，當中包括

70名來自旅行團成員。該處已即時按當事人
及其家屬意願，提供適切意見及協助。保安
局亦正了解當地航班的運作情況。 該處會
繼續與各方保持密切聯繫，積極跟進事件並
留意事態發展。在外港人如需協助，可致電
24小時求助熱線 (852) 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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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日前關閉領空禁止民航機入境，約230名香港旅客滯留。圖為當地市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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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封空」困230港人
食宿物資供應暫正常 旅社冀港府派包機接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
有赴俄羅斯度蜜月的新婚香港婦
人，早前因違反當地檢疫措施而
被扣留在當地，更一度與家人失
去聯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
帆昨日透露，事主梁太已於前晚
凌晨平安抵港，目前正在家中進
行14天自我隔離檢疫。梁太對中
國駐俄羅斯聯邦大使館、香港特
區政府的工作人員，以及所有在
她隔離期間幫助過她的朋友表示
感謝。
葛珮帆表示，事主梁太已於本月

16日獲俄羅斯當局批准離境飛往上
海，在上海通過健康檢查後，於前
晚凌晨平安抵港，目前正在家中進
行14天自我隔離檢疫。
葛珮帆很高興知悉梁太平安返家，

並轉述梁太在俄隔離期間的經歷，
指梁太與數名內地女生被安排同住
於男女分開的房間進行隔離，但因
言語不通、飲食習慣不同，加上因
手機被沒收，無法聯絡到家人等原
因，令梁太心慌意亂，難以適應。
幸好，後來得到中國駐俄羅斯

聯邦大使館的協助，安排了翻譯
人員探訪梁太，更有當地華人組
織把中式食品送予梁太，才讓梁
太得以安心等待離開。梁太對所
有向她伸出援手的人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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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今日午夜零
時，首批乘搭政府包機返港的滯鄂港人終於
解除隔離，他們於凌晨乘坐專車陸續離開駿
洋回家。「回家，洗手、換衫、抱一抱我
隻貓。」這是滯留武漢逾兩個月的葉小姐今
日凌晨完成隔離後首件想做的事。她在駿洋
的14天，除了男朋友送來的物資、短片和
照片外，社署也為她送上加油卡、防疫小貼
士等，使她感暖心。她表示，完成隔離後，
會回家整理物品，與男朋友食一頓飯，「唔
會特別慶祝，都會盡量留喺屋企。」
移居香港4年半的葉小姐，今年1月初返回
武漢過年，奈何遇上新冠肺炎爆發，加上1月
23日武漢市政府宣佈「封城」，使她兩個月
未能回香港的家。
她憶述，在武漢時擔心疫情的發展，「封
城」初期最是焦慮，但考慮到可與武漢的家
人一同抗疫，心情才平復下來，又形容當時
的想法是什麼都可接受，所以對於今日凌晨
終於完成隔離、離開駿洋，心情倒是平
靜。

親力親為「洗樓」鼻敏感獲配藥
葉小姐憶述，當日知道政府安排包機接載他
們回港感驚喜，並對於相關安排感到滿意，在
武漢機場有人員會教如何穿防護衣、抹手等防
疫知識。她入住駿洋的第一頓晚餐是清淡的

粥、紅腰豆、蔬菜，「當晚終於可以脫下連續
戴了10個小時的口罩，可以唞唞氣。」她表
示，在入住駿洋的首兩天，未知是否因為同
時有大量的檢疫者入住，所以送物資的時間有
少許延誤，其後則非常迅速。
駿洋原是未入伙的公屋，地面難免有灰

塵，使患有鼻敏感的葉小姐出現鼻塞和流鼻
水的症狀。她在健康問卷上如實填寫相關症
狀，兩小時後便收到職員通知，安排她前往
指定區域求診，並為她處方相關藥物。她在
通訊群組內知悉可以要求提供清潔用品後，
便馬上提出要求，並為單位進行清潔，她笑

言：「當做吓運動啦，清潔完之後鼻敏感都
好咗。」她建議，可為檢疫者提供一份物資
清單，讓他們提出要求。

如常視像工作 社署贈卡打氣
葉小姐表示，隔離的生活不外乎因工作需要

而每天早上進行視像會議，或以平板電腦「睇
戲」和寫文章來記錄隔離的生活。男朋友會前
來贈送物資，過程中拍下短片和照片送給她，
社署也為她送上加油卡、防疫小貼士等，使她
感到暖心。她透露，回家第一時間洗手、換衫，
並抱抱闊別兩個多月的貓兒。

滯漢貓奴「出營」趕回家抱「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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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署所贈的加油卡
受訪者供圖

■在駿洋邨完成14天隔離後離開
的港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首批從湖北坐包機返港，在駿洋邨完成14天隔離後離開
的港人，在大圍港鐵站下車自行散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本港昨日新增25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創
單日新高，絕大部分確診患者有外遊記錄。
儘管今日零時起，所有海外入境香港人士需
強制檢疫14天，但未來一兩周預計可能有數
以萬計在海外港人回港「避疫」，如何有效
嚴防疫症自海外輸入，已成為本港防疫的最
新、最大挑戰。香港不缺財政和醫療資源，
關鍵是特區政府要有果斷嚴控的決心，借鑒
內地和新加坡等周邊地區的經驗，立即升級
防疫舉措，一是設立分流點，集中檢測、分
類轉運；二是專車閉環轉運、不與公眾接
觸；三是集合各界力量加速檢疫中心準備，
盡早實施所有入境者入住檢疫中心隔離，最
大程度降低社區傳播風險。

從今日零時起至 6 月 18 日，政府決定強制
所有入境者必須接受14天的強制檢疫，主要
為家居檢疫，也可酒店檢疫，每位入境者會
獲發新手環、配合手機程式作監測之用，並
將擴大檢測範圍，隨機抽樣對入境有需要人
士進行唾液病毒測試；政府會為入境者提供
資料包簡介檢疫令及注意事項。這些抗疫措
施及時必要，值得肯定，但是否足夠，仍然
令人憂心。

毫無疑問數以萬計的海外港人返港，政府
的檢疫工作將承受巨大壓力，會否令檢疫系
統不勝負荷，出現重大漏洞，也令人關注。
雖然，政府也意識到任務的艱巨和考驗的嚴
峻，正考慮在機場附近設立檢疫分流點，擬
將北大嶼山醫院、機場博覽館等作為分流
點，但仍在磋商準備中。另一方面，本港檢
疫中心嚴重不足，政府擬徵用部分酒店用來
作檢疫中心，但面對業界反對聲音，亦未能
加速增加檢疫中心的工作。這些工作，是必
須而且刻不容緩的，失去了在入境人數峰值
的時間點，功能價值將大打折扣。

面對全球疫情大爆發，各國皆鐵腕抗疫。法

國總統馬克龍指國家正處於戰爭狀態，收緊行
動自由，法國人必須居家；摩洛哥因應疫情封
鎖領空；澳洲即日起無限期禁止國民到外國旅
行；歐盟和27國領袖進行3小時視像會議後，
宣佈即時實施入境限制30天，禁止非歐盟公民
進入。同樣，特區政府只有採取更嚴謹有力的
防疫措施，才可守護住抗疫成果。

大批海外港人正在和即將返港，在關口強
化檢疫上，特區政府可借鑒內地的成功經
驗，完善抗疫舉措。

一是設立分流點、集中檢測、分類轉運。
北京要求抵達飛機，每兩三小時就檢測一次
乘客的體溫，在機場開闢專門區域，作為疫
情嚴重地區航班的停靠區，入境者在分流點
百分百查驗健康申報，完成全面體溫檢測、
信息核錄、進港中轉等流程後，對確診、疑
似病例、有症狀人員、密切接觸者等進行分
類轉送，送至集中隔離點，全部進行14天強
制隔離。上海則實施「無縫銜接」轉運，入
境者從飛機落地到隔離點封閉式管理，不和
社會公眾接觸。內地這些嚴密的具體檢疫做
法，可借鑒採納。

二是專車運送入境者至家居檢疫點。本港
目前不可能有大量檢疫中心，大多數海外返
港人士只能選擇家居隔離。政府應與交通運
輸界合作，調集專用巴士，接送海外返港人
士直接到目的地，減少返港人士自行乘搭公
共交通時傳播病毒的風險。

三是多管齊下，加快增建檢疫中心。所有
入境者入住檢疫中心、強制集中隔離，是最
理想的隔離措施。本港的工廠區酒店、新落
成公共屋邨、停辦多年的校舍等，皆有可能
改建為檢疫中心，政府應多想辦法、快作準
備。有酒店集團表示旗下酒店可接待要隔離
返港留學生，政府應積極與有關業界合作，
在最短時間完善檢疫配套。

展現果斷決心 強化入境檢疫
外交部昨日要求5家美國媒體駐華分社提

供人員、財務等資料，《紐約時報》等3家
美國媒體年底前記者證到期的美籍記者交還
記者證，今後不得在內地包括港澳從事記者
工作，有反對派政棍立即上綱上線攻擊外交
部的做法「破壞『一國兩制』和新聞自
由」，「等同宣佈『一國兩制』已死」云
云。外交部的決定，是對美方早前無理打壓
中國媒體做法的必要對等反制，正當合理，
起因和責任都不在中方。中央有權決定香港
的外交事務，因外交措施而拒絕某些特定外
國記者在港採訪合憲合法，完全符合「一國
兩制」原則和基本法，與干預香港出入境政
策毫不沾邊。美國政客和本港反對派政棍對
待新聞自由須一視同仁，不能搞雙重標準。

美國國務院3月2日宣佈，把新華社等5家
中國駐美新聞機構列為「外交使團」，大幅
裁減中國新聞機構的中國籍員工；美國國務
卿蓬佩奧更詆譭這5家中國媒體「遭受中共
徹底控制，並非獨立新聞機構」。美國公然
損害中國媒體和中國新聞工作者的聲譽，嚴
重干擾中國媒體機構在美國的正常運作，暴
露美方抱守過時的冷戰思維，赤裸裸地歧視
和排斥中國媒體。來而不往非禮也。外交部
對美國新聞機構作出相應限制，只是對等、
正常和必要的反制，是正當合理防衛，也是
以行動敦促美方改弦更張、糾正錯誤。目前
的局面，是美國的霸權行徑一手造成。

對於外交部的反制措施，本港反對派政
棍、組織以及個別所謂國際機構，急不及待
跳出來橫加指責，危言聳聽指有關舉措破壞
「一國兩制」和新聞自由；又聲稱出入境管
制是香港自主事務，中央做法違反基本法。
這些說法根本是散播歪理，企圖混淆視聽，
誤導公眾。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梁美芬分析指出，基本

法第二章第13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
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第
19條亦寫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對國防、
外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權」。她又引2011年
8月26日剛果案，指人大釋法寫明「管理與
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屬於中央人
民政府的權力，中央人民政府有權決定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適用的國家豁免規則或政
策。」此次反制美國事件已定性為外交問
題，完全屬於國家管轄層面，相信即使反對
派以人權法或新聞自由等理由入稟法院，都
會是零勝率。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由憲法和
基本法授權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在這個制度安排下，任何
外國人的出入境，如涉及國防、外交、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出入境管制就不是
自治範圍的事務。正如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
人所指，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中方針對美方
打壓中國媒體駐美機構行為採取反制措施，
是中央政府依據「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享有
的外交事權，合法合理合情。所謂「中國政
府干預香港事務」的指責荒唐透頂。

尊重新聞自由是普世價值，各國政府都應
重視、維護新聞機構正當的採訪權利，中國
和美國的新聞機構都應受到公平對待。美國
政府無理打壓中國媒體在先，妨礙中國媒體
的採訪自由，搞霸權欺凌，本港反對派、記
協、香港外國記者會（FCC）都視若無睹、
默不作聲，但對於中方合情合理的反制，這
些政棍和組織就群起發難，抹黑中方打壓新
聞自由、破壞「一國兩制」，根本是顛倒因
果是非，暴露出他們在尊重「新聞自由」上
的雙重標準。如果這些政棍和組織真的關
心、尊重新聞自由，首先就要反對美國打壓
中國傳媒，要求美國正人先正己。

中方反制美國正當合法 在港行使外交事權合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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