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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非香港居民從海外國家或地區乘飛機抵
港，將不准入境

2.從內地、澳門及台灣入境的非香港居民，如果過
去14天到過海外國家或地區，將不准入境

3. 香港國際機場停止一切轉機服務

4. 所有從澳門和台灣入境人士，不論是否香港居
民，都需要強制檢疫14天

*上述措施將於明日(25日)凌晨零時起生效，暫訂
實施14天，政府會檢討情況決定是否需要延續

二、進一步檢測無病徵病人

來自英國、歐洲國家及美國的入境人士均須接
受病毒測試，他們將獲派樣本瓶供自行採集深
喉唾液樣本，翌日交給衛生署檢測。

三、加強打擊違反家居檢疫令者

1. 加強巡查消遣娛樂聚集的地方，搜查有
否違反家居檢疫令者

2.成立舉報熱線。

1. 建議立法暫時禁止全港約8,600家領有
酒牌的食肆、酒吧或會社售賣和供應酒
類飲品

2. 與酒樓及餐廳業界商討，讓他們自發減
少婚宴或慶祝活動等聚會，業界的自發
措施無效，才立法規管

3. 要求處於私人遊樂場地的會所馬上停止
開放康樂體育設施、更衣室及幼兒遊玩
設施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四、進一步減少社交接觸

一、進一步限制入境措施

政府新頒四方面防疫措施政府新頒四方面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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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進一步提
升抗疫措施，多名傳染病專家認為，新措施成效有
限。其中，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
認為，如果市民的社交疏離措施無法做到「有幾盡
得幾盡」，兩星期後香港將會變成另一個武漢又或
者是意大利北部大城市，建議可參考外國做法，暫
時禁止兩人以上聚會、禁止酒吧營運，公共交通工
具可考慮提早收車等，但他認為政策能否收效，取
決於市民的合作性，「即使98%市民合作，只要有
1%至2%市民不負責任繼續外出社交，最終可能要
病人或醫護人員『找數』。」

檢疫隔離設施不足
何栢良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說，歐美疫情大爆發，
惟外地回港人士的家居強制檢疫14天的措施，是上
周四才落實，起初只針對部分地區，疫情爆發與抗
疫措施「空窗期」有關，「3月11日至17日的那個
星期的空窗期，總共有86人確診，因為那時未全面

落實強制隔離措施，社區見到爆發個案，很大機會
是跟遺漏了那86個個案有關。」
他又透露，目前每天有6,000多人返回香港，但衛

生防護中心每周最多只能完成5,000個至7,000個樣
本檢測，速度遠遠來不及，而且試劑和實驗室設備
也不足，隔離設施也不夠。

促措施達戒嚴級別
他認為，政府除了應該盡快禁止非港人入境外，
本地的防疫措施亦要多做一步，「社交疏離措施一
定要想一些戒嚴級別的方法，若不去落實，兩三周
後香港或會變成另一個武漢，不可以返轉頭。」建
議可參考外國做法，暫時禁止兩人以上聚會，暫停
所有婚宴、暫時禁止酒吧營運、食肆只可提供外
賣，避免堂食相互傳染。
他又呼籲香港人要想清楚，政府做很多決定都很

困難，但每個市民的決定很容易，「即使98%市民
合作，只要有1%至2%市民不負責任繼續外出社

交，最終可能要病人或醫護人員『找數』。」他重
申，未來兩個星期，巿民留在家中不外出，保持社
交疏離，戴口罩、勤洗手，再加上醫護和政府防疫
人員亦「搏盡」工作，希望守得住香港。

1%人若續出街玩 全港醫患找數

■■華人旅客全身保護華人旅客全身保護，，防疫防疫「「滴水不漏滴水不漏」。」。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西人西人「「疫境疫境」」旅行旅行，，一家大小不戴口罩一家大小不戴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加辣未夠辣 控疫憂失控
新頒四招：收緊入境 擴大檢測 嚴查違禁 減少社交

林鄭月娥昨日連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食物及衛
生局局長陳肇始舉行記者會，公佈新措施。她

指出，過去的周末，海外國家的疫情更嚴峻，因
大量香港居民從該些國家回港而令香港的輸入
個案急速上升，加上香港社會亦出現社區感
染的群組，特區政府從四方面提升抗疫工作
（見表）。

政策未到位 到喉唔到肺
然而，有關措施仍未到位，首先
是入境政策，雖然從明日凌晨
起，所有非香港居民從海外
國家或地區乘搭飛機抵港
將不准入境，同時限制
從內地、澳門和台

灣入境香港的非香港居民，如過去14天曾經到過海
外國家和地區，亦不准入境。
不過，消息人士透露，由於香港入境處的電腦系

統無法追蹤入境者過去14天的旅遊史，故無從核對
由內地、澳門和台灣入境的非香港居民，過去14天
是否曾到訪海外國家和地區，令有關政策形同虛設。
對此，李家超的解釋亦未能釋除公眾關注，他稱入境
處關員有豐富的經驗，能透過向每名入境者盤問，分
辨他們申報的旅遊史有否虛報。

加強無病徵者檢測
另外，醫學界一直強烈要求對所有無病徵的入境

人士進行病毒檢測，但政府最新的政策只是針對來自
英國、歐洲國家及美國的入境人士才須接受病毒測
試，他們將獲派樣本瓶供自行採集深喉唾液樣本，翌

日交給衛生署檢測。
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本

港確診個案近一星期急升，部分源頭不明，未來
兩星期會是防疫關鍵，再不收緊入境政策，一爆
發醫療系統會不能負荷，到時輕微病人將無法入
院，要居家隔離，「這個星期突然出現不明來歷
的群組，不知在哪受感染，相信與3月19日前回
來的香港人，有部分人帶病毒，將病毒散入社
區有關。如果現在再不努力撲熄疫症，香港一旦
大爆發，醫療系統會無法負荷。」政府必須盡快
在源頭、即機場關口識別「隱形患者」，阻截他
們進入社區。

倡飲食業暫停婚宴
另外，外界一直關注食肆、酒吧等場所聚集大

批市民，容易造成病毒傳播，有聲音要求政府限
制有關場所營業模式，但政府昨日的態度仍傾向
由業界自發進行，令不少專家學者質疑成效。醫
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指出，飲食業界與市民同坐一條船，公眾健
康和衛生比業界生意和生存空間更為重要，一旦疫情
在社區爆發，飲食業也不能獨善其身，業界應商討可
否延後婚宴、聚餐等活動。
許樹昌指出，「大型婚宴不可進行，酒吧短期措

施，晚間過了某個時間不可營運，捱到這段時期，希
望疫情受控，可能三四星期，政府就可以將這些措施
放鬆。」
政府出手的時機也受人詬病，本身是醫生的行政

會議成員林正財回應說：「你如果問是否遲了一點？
都可以這樣說（遲了），從數字上來看，我們現在已
偏離了以往兩個月的上升軌跡及輸入個案的確引來多
了本地個案。」但他認為，抗疫不能單靠政府，市民
也要自律減少社交活動。

新冠肺炎疫情於全球各地持續擴大，直接導致近

日香港確診的外地輸入個案數目飆升，並出現社區

感染的群組，香港瀕臨抗疫「失守」危機。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日公佈多項加強防疫抗疫的措施，從

四方面提升抗疫工作，包括進一步限制入境，從明

日（25日）凌晨起，禁止所有非香港居民乘搭飛機

入境；進一步檢測無病徵病人；加強打擊違反家居

檢疫令人士；進一步減少社交接觸，建議立法暫時

禁止全港約8,600家領有酒牌的食肆、酒吧或會社售

賣和供應酒類飲品等。但政府仍未落實對所有入境

人士抽取病毒樣本，未能及早識別「隱形患者」入

境；而在社區爆發迫在眉睫之際，政府亦未果斷限

制食肆、酒吧等場所有限度營業，以收減少市民社

交活動之效，在種種政策仍未到位情況下，香港社

區大爆發的危機未解除。

相關新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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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專家：食肆只設外賣可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

政府建議修例暫時禁止酒吧及食肆等
賣酒，約8,600間持有酒牌的場所受影
響。酒吧業界指出，酒吧有八成收入
來自酒水，只有兩成來自供應食物，
政府的修例建議等同要酒吧結業，不
排除會聯同業界發起工業行動。不
過，傳染病專家認為，公眾健康及衛
生較個別行業的生存空間更為重要，
一旦疫情大失控，不單該些行業，整
個社會都要承擔沉重代價，呼籲業界
以大局為重。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

認為，政府有意修例禁止賣酒，是給予
社會一個訊息，讓市民得知現時香港的
疫情嚴峻，最重要的是市民要自律、自
覺，若情況未有改善，政府不排除加強
禁令，強化社會危急的訊息。
他表示，飲食業界與市民同坐一條

船，建議雙方考慮疫情，互相溝通，商
討可否延後婚宴、聚餐等活動。
對於外國有食肆只設外賣，不設堂食
的做法，梁子超認為，若須上班的人士
採取彈性吃飯時間，排隊的時間短，大
家戴口罩保護，相信是一個減低感染風
險的做法。他呼籲市民如非必要減少外
出，留在家中，「醫護堅守崗位，市民

應堅守在家。」

業者：一刀切禁酒欠公平
不過，香港酒吧業協會副主席錢雋永

就指，現時未能確實證明任何賣酒場所
令確診個案出現，禁止酒吧賣酒並不公
平，認為政府應要求所有返港人士在同
一所大廈隔離，而不是將責任向酒吧業
推卸。假如有酒吧食肆有確診個案，應
針對個別場所封閉數星期清潔，員工應
在家自我隔離，而非一刀切禁止所有持
有酒牌的場所賣酒。
香港酒類行業協會亦反對措施，認為

較早前蘭桂坊多宗確診個案，完全是因
為個別不負責任人士忽略風險。對不負
責任的人士，政府應加強家居隔離令的
執法，並堅決落實對違例者的檢控，以
起阻嚇作用。

盛智文：影響大量從業員
蘭桂坊集團主席盛智文表示，業界

有大量從業員，每名員工背後都有家
庭，如果政府規定所有食肆、酒吧、
戲院等暫停營業，需要非常小心考
慮。
他又說，即使關閉所有食肆，市民

亦會外出、乘搭港鐵等，不認為只是

關閉食肆就能減輕疫情。
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蘭

桂坊近日有確診個案，人流已減少，
政府應避免一刀切禁止所有場所營
業，而是針對某些場所或作地區管

制，例如在蘭桂坊採取
人流管制，市民出
入要量體溫及登
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從明日凌晨起，所
有非香港居民從海外國家或地區乘搭飛機抵港將不
准入境；香港國際機場亦將停止一切轉機服務；從
內地、澳門和台灣入境香港的非香港居民，如過去
14天曾經到過海外國家和地區，亦不准入境；所有
從澳門和台灣入境香港的人士，不論是否香港居
民，將會如內地入境香港人士一樣須接受強制檢疫
14天。

澳門台灣人士須強制檢疫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考慮到實際情況，香港
居民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履行官方職責的各地政
府人員等小部分人士將可獲豁免於上述的入境限制
及檢疫規定，入境處會按入境政策、實際情況及既
定程序處理每宗個案。
另外，過去一段時間有不少澳門居民經香港機場

返澳門，港澳政府擬安排巴士直接接送他們經港珠
澳大橋返澳，毋須在港接受檢疫。而針對過去部分
來自高發地區的入境人士，取道澳門和台灣入境，
企圖避過檢疫，新政策規定所有從澳門和台灣入境
的人士，一律要接受強制檢疫14天，堵塞之前的
漏洞。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言，特區政府新增的抗疫措
施有迫切需要，相信對防控疫情仍有作用，「當
然愈早愈好，（防控）措施點都要做。」
他解釋限制歐美人士入境的迫切性，由於現時

台灣、新加坡等地相繼禁止外來旅客入境和轉
機，加上直航航班的數量減少，若然香港不禁止
非本港居民入境和轉機，他相信會有大量旅客經
香港轉機，屆時會增加機場人員和乘客的感染風
險，對感染防控造成壓力。

禁非港人入境停轉機

■林鄭月娥昨日會見
傳媒，宣佈四項防疫
新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在香港國際機場，仍然有不少港人或外國人入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疫症危機下，各食肆仍見市民三五成群聚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政府建議修例暫禁賣酒，將影
響全港 8600家領有酒牌的食
肆、酒吧、會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政府加強打擊違反檢疫令者。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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