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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疫情變化，特區政府上月7日刊

憲實施《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

規定14天內曾到訪內地的人須強制接受

14天隔離檢疫，一名持香港身份證男子

本月初由內地返港時，涉嫌向入境大堂職

員虛報接受檢疫的住址，成為首宗違反檢

疫令被控個案。被告昨日在屯門裁判法院

應訊，被控一項向獲授權人員提供虛假資

料罪，他拒絕認罪，裁判官將案押後至下

周一（30日）轉往粉嶺裁判法院排期審

訊，其間被告不准保釋，需還柙看管。另

外，馬鞍山有一名正在接受強制家居檢疫

的人士，涉嫌曾離開其住所，違反強制檢

疫令，昨晚被送往火炭駿洋邨強制檢疫。

逃「疫監」首被控 入境男還柙
涉虛報地址 拒認罪竟問官：我係咪可以出返社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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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被告成見恭介（Sing Kin Kung Kai，31歲），操不純
正廣東話，控罪書顯示他有香港身份證，但沒有固定

住址，亦沒有提及其職業。他被控一項向獲授權人員提供虛
假資料罪，指他3月8日在香港深圳灣口岸港方岸區入境大
堂，在與獲授權人員、即羅姓註冊護士執行《若干到港人士
強制檢疫規例》下的職能相關的情況下，明知地向該人員提
供虛假的地址作檢疫地點。
被告昨日在庭上有戴口罩，但口罩不時滑落至鼻下，他沒
有律師代表，案件暫時毋須答辯。當法庭讀出控罪書後，被
告即向署理主任裁判官張潔宜回答不認罪，緊接再問：「我
係咪無事喇？」張官回答指須待審訊後，才能決定他是否有
罪。
被告聞言再問：「咁我係咪可以出返社區呀？」又稱若獲

保釋，可居住前妻家中。張官續揶揄道：「咁就隔離嗰陣上
去住，唔係周圍走啦！」

官：居無定所潛逃風險大須還柙
張官其後解釋，由於他不認罪，案件須押後排期審訊，但
他沒有固定居所，潛逃風險大，遂拒絕其保釋申請，下令須
還柙候審。
據了解，自上月8日正式實施《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

例》至上周三（18日），共有4名受強制檢疫的香港居民企
圖離港，被入境處人員在口岸截獲，並由衛生署移送檢疫營
隔離，衛生署並已對其中兩人向法庭申請傳票檢控。

馬鞍山有人逃「疫監」即送檢疫
另外，昨晚警方收到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通知，指馬鞍山
有一名正在接受強制家居檢疫的人，涉嫌曾離開其住所，違
反強制檢疫令，其行為對公共衛生構成威脅。警員到其住所
了解，並成功尋獲該人。在衛生署的指示下，有關人等需要
即時被送往火炭駿洋邨進行強制檢疫，並由醫療輔助隊車輛
接走。
根據《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若從內地來港而沒
有接受強制檢疫14天的違例者，最高可被罰款2.5萬元及監
禁6個月。
另外，特區政府本月19日開始實施新措施，規定多個國家

及地區入境的人必須佩戴「居安抗疫」的電子監察手帶接受家
居隔離檢疫14天。警方在過去多日亦揭發41人違反檢疫令，
當中5人已被送往檢疫中心，另外36人則被發出通緝令。

昨日一名在機場當值的衛生署港口
衛生科醫生確診，她的一名同袍也有
病徵，前線醫護奮力對抗病毒，但部
分入境者公然違反檢疫令，通街播
毒，恐令前線醫護的努力和付出功虧
一簣。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記者

會上呼籲正在接受強制家居檢疫者克制，不要令港人
早前的努力白費，讓香港打贏這場抗疫戰。她對所有
前線醫護人員和其他參與防疫抗疫工作的政府人員和
義工深表敬意時一度哽咽，更眼泛淚光，反問故意違
反檢疫令的人，「(你們)對唔對得住呢班同事？」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的疫情在短短兩個月經歷不同

階段，市民通過管控社交行為成功抗疫，本港的整體
確診數字仍比世界各地為低，成效得來不易。
對所有前線醫護人員和其他參與防疫抗疫工作的政

府人員和義工，她深表敬意，其間她眼泛淚光、一度
哽咽說，這份工作其實非常艱巨，以及有感染風險，
也令到參與同事和其家人或多或少都有擔憂，「呢一
批同事已經係好有毅力咁去抗爭咗兩個幾月，如果呢
個時候由於好小部分嘅人係故意違反我哋嘅家居檢疫
令，出去打吓波、食吓車仔麵，而令到社區爆發，我
請問佢哋對唔對得住呢班同事。」
她透露，政府發現有5名檢疫者曾經擅自離開居
所，其中兩人更除去或剪斷監測手帶。警方已經全數
截獲這5人，正積極搜集更多證據給律政司考慮提出
檢控。
此外，警方在行動中發現另外36人擅離家居，警
方將向他們發出通緝令，並會繼續搜尋他們的下落。
林鄭月娥說：「據說在山頂打球，警方已經迅速行
動，尋獲了這些人，同樣地正安排他們進入檢疫中
心，稍後會進行檢控。」

重申從不排斥港人回港
經過兩個月努力，特區政府其間採取的一系列措施

包括在家工作和取消所有文化藝術活動以減少市民外
出。林鄭月娥指出，香港曾成功抗疫，「可以稍為恢
復一啲活動，酒樓、食肆多返兩三成生意。」
她重申，即使出現輸入個案，從不排斥港人回港，

但他們返港的同時，亦須遵守家居檢疫規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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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在全球爆發，大

批返港市民及過境旅客湧港
再度令香港疫情告急，特區
政府於上周四（19日）起規
定入境者必須佩戴電子監察
手帶，接受家居隔離檢疫14
天。不過，近日一再有網民
上載有人疑似違反檢疫令，
公然擅自離家外出逛街吃
飯、蒲酒吧、打籃球，甚至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四圍走的
短片和照片，恐隨時導致疫
情社區爆發，情況着實令人
擔憂。

離家打波 檢疫者「落網」
前日有網民在網上社交平

台上載兩張男女在打籃球的
照片，顯示兩人的手腕均戴
有疑似「居安抗疫」的電子
監察手帶，上載者透露照片
是在山頂一私人屋苑拍攝，
貼文直指相中人「帶（戴）
住檢疫手帶仲周圍去，受外
國教育真係唔同，重（仲）
要唔帶（戴）口罩……請廣
傳，大家一齊投訴，拉佢哋
坐監就好……」又呼籲其他
網民「見到有人逃疫，記住
舉報！電話：2125 1122 (食
物及衛生局熱線)……等啲自
私精被捉去禁閉隔離。」
昨日警方搜獲兩名離家外

出打籃球的檢疫者，並轉送
禁閉檢疫中心。同時，警方
在突擊檢查時，發現一名受
檢疫人士剪斷監察手帶，該

人士亦已被送往檢疫中心。
昨日網上社交平台有一條

視頻短片瘋傳，指在荃灣港
鐵站發現一名身穿紫色衫，
沒戴口罩的女子在月台等列
車，並進入一列車車廂，短
片更顯示該名女子的右腕佩
戴一條疑似「居安抗疫」的監
察手帶，其間有港鐵職員及
多名消防員在車廂內向該名
已坐下的女子作出了解和勸
喻，另有清潔工在車廂進行
消毒清潔，惟不久該名女子
突然衝出車廂奔走，過程被
網民拍下及上載到網上社交
平台，引起「播毒」熱議。
惟事後經了解，該名女子

手上的手帶只是髮帶，並非
「居安抗疫」的監察手帶。
警方證實，昨日下午1時許
接報有一名女子在荃灣站月
台暈倒，當消防員到場時女

子已清醒並拒絕求診，其後
消防員跟隨該名女子及其友
人到荔景站，兩人在警員到
場前改乘的士離去，案件列
作雜項處理。
港鐵發言人昨日回覆香港

文匯報查詢時表示，事發時
港鐵荃灣站職員留意到列車
抵站仍有一對男女留在車
廂，經了解，該名男乘客表
示陪同女友人前往覆診期
間，女友人不適暈倒。職員
遂通知車站控制室報警，並
協助女乘客到月台休息。
惟該名女乘客清醒後情緒

不穩，突然登上開往中環方
向的列車，其間職員和消防
員一直跟隨及提供協助，最
終該對男女在荔景站落車表
示不再需要協助，並自行離
去。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蕭景源

髮帶似電子手帶 惹逃「疫監」虛驚

■一名疑似佩戴監察手帶接
受家居檢疫的女子公然外出
乘搭港鐵四圍走，事後證實
是誤會。 網上圖片

■一名持香港身份證男子本月初由內地經深圳灣口岸返港時，涉嫌向入境大堂職員虛報接受檢疫的住
址，成為首宗違反檢疫令被控個案。圖為深圳灣口岸。 資料圖片

■警方在馬鞍山尋獲一名正在接受強制家居檢疫的人，並於昨晚被
送往駿洋邨進行強制檢疫。 警方fb圖片

■有網民上載圖片，指有疑
似接受「居安抗疫」者涉嫌違
反檢疫令外出打籃球。

網上圖片

全社會千呼萬喚之下，特首林鄭月娥昨日
推出政府防疫抗疫的加強版措施。新措施在
入境政策方面比較到位，但在進一步檢測無
病徵病人、進一步減少社交接觸方面，具體
落實時間並不明確，力度也只屬聊勝於無。
本港防疫形勢嚴峻，面臨海外人士返港避疫
的高峰潮，面臨社區大爆發的高危點，政府
必須馬上落實機場口岸的全面病毒測試，從
源頭堵截，檢測物資不足就馬上想辦法解
決，亡羊補牢；立即強制規定食肆、酒吧、
戲院等人多聚集場所暫停營業，最大限度截
斷本地傳播。政府和商界都要明白，長痛不
如短痛，錯失防止社區大爆發的最後機會，
長遠傷害更大，代價更大；堅定地馬上停
業，是為了更快地安全地復業。而對於受停
業影響的基層員工，政府更應予以特別的關
注，馬上設立「僱員救助基金」，實實在在
助打工仔渡過難關。

肺炎疫情危機未除，反因大批海外人士返
港，令疫情急速惡化。由上周開始，每日確
診個案均達雙位數，情況令人擔憂。港大感
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認為，本港確診

個案已出現「噴泉式」增長，現階段情況如
同韓國大邱及內地武漢爆發初期，屬危險信
號。因此，昨日政府推出的新一輪防控措施
力度是否足夠、戰機有否把握，公眾當然高
度關注。

可以預期，未來一周左右時間，仍是在英美
歐港人的返港高峰期，政府必須立即拿出對他
們全部實施口岸醫學檢測的時間表，早一天也
好，等到這波高峰過去，這些措施的意義就會
大減。專家提供的數據顯示，現時每日大約有
6,000多名海外港人返港，而本港衛生防護中心
每周最多只可以完成5,000至7,000個樣本檢測，
檢測設備資源明顯不足以應付全部檢測的需要。
因此，政府要想盡辦法增加檢測設備資源，包
括向中央政府尋求支持。

近期本港多宗確診個案，均與酒吧、食
肆、婚宴聚會有關。昨日，特首林鄭月娥建
議修例，暫時禁止有酒牌食肆賣酒；並指會
與酒樓和餐廳業界商討，如何減少婚宴和慶
祝活動等聚會舉行，以及透過不同措施和安
排，減少用餐時的感染風險；如果自發行為
無效，才會進一步管控酒樓食肆的營運模

式。一句話：「看看再說」。酒吧、食肆、
婚宴聚會等聚集式消費，已被各國各地區證
實是傳染疫症的最大風險場合，不可能有既
保持營業又能防疫的兩全其美方法。為了有
效防疫，降低社區傳播風險，「一刀切」暫
停有關行業經營，雖然是逼不得已的做法，
但勢在必行，政府應看到必要性和迫切性。

本港公共衛生或流行病學專家如梁卓偉、
何柏良、許樹昌等都發出過呼籲，建議政府
強制全港酒吧、食肆、戲院、健身室等場所
停業。事實上，平時最講究保護個人自由的
歐美多國，如今都收緊措施限制人流，美國
加州、紐約已宣佈「禁足令」，要求民眾避
免不必要的外出；一直反對封城的德國總理
默克爾，終於宣佈禁止兩人以上的聚會，全
國餐廳、理髮店等要關閉；連被形容為「佛
系抗疫」的英國也下令關閉咖啡店、酒吧和
餐廳；夜店、劇院、戲院、健身室和消閒中
心亦要盡早暫停營業。

無可否認，暫停酒吧、食肆等行業經營，
業界當然會蒙受一定損失。商經局局長邱騰
華稱，疫情之下政府必須要以應對疫情行

先，這一點無可爭議，但在處理時要關顧企
業生命力。這或許是政府未全面叫停有關行
業的顧慮，表面看四平八穩，不無道理。但
放在現在的「抗疫戰」背景下看，如果出現
大規模社區爆發，這些企業還有活路嗎？政
府、業界應該這樣看問題：長痛不如短痛，
只有盡快控制疫情，業界才能恢復正常經
營。有效抗疫是當前全港的唯一、根本利
益，才是真正照顧企業的生命力。商界識大
體，計大數，共同抗疫，才是最有效地保障
自己利益。

強制暫停酒吧、食肆，難免對經營者尤其是
前線員工造成損失，政府可考慮為業界及前線
員工提供適當補貼。英國政府推出為期3個月
的援助方案，代替企業向受疫情影響而無法工
作的勞工，支付最多八成薪金，每月上限2,500
鎊（約2.2萬港元），旨在遏止裁員潮。本港有
飲食業界人士表示，政府若補貼從業員八成工
資以及21天舖租，相信業界亦願意停業共渡難
關。政府吸取各方意見，以新思維應對疫情，
應立即設立「僱員救助基金」，紓緩企業、員
工的負擔，減輕停工抗疫的阻力。

長痛不如短痛 即停高危社交 才是真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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