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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影響滯留於湖北省

內各市的港人，望穿秋水兩個多

月後昨日終能回港與親人團聚。

香港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聶德權與入境處處長曾國衞昨日率領第二批、合共兩班包機赴湖北

省，當天共接載281名港人返港。今次包機返港者只需家居檢疫14天而

不需入住檢疫中心，而且可自行乘車離開機場，聶德權解釋，近日湖北疫

情趨向緩和，武漢市以外地區連續一段日子無新增個案，亦被當地界定為

「低風險」地區，特區政府經風險評估後，作出以上檢疫安排，強調不會

增加香港疫情風險。

鄂返港低風險 只需家居檢疫
港府昨再派包機赴鄂 接281港人回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聶曉輝）滯留於
湖北省的港人，尤其
是於當地確診者的健
康狀態備受關注。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昨日表示，14
名於湖北省確診的香
港居民當中，再有一
人於上周五去世，令
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而於湖北死亡的港人
增至兩人。
他指出，特區政

府於在上周五接獲消
息，一名一直在當地
醫院留醫、情況嚴重
的62歲香港居民於
當日離世；餘下12
名港人則已完成治療
並全部康復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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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疫情稍為緩和，湖
北省武漢市以外地方陸續開
始解封，交通陸續回復，不
過，泛暴派卻借此大做文
章，稱有內地網站顯示由武

漢到香港的高鐵車票已售罄云云，又製造
恐懼指高鐵客為港帶來新一波疫潮。香港
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
日指出，有關報道並不正確，因目前武漢
市尚未解封，機場未曾復航，高鐵亦未曾
開通有關服務，該市對外交通仍然停頓；
即使解封亦要憑內地居民身份證申請「健
康碼」（「綠碼」）方能出行，特區政府
會密切留意有關情況。
聶德權並指，湖北省政府宣佈於昨日零

時開始，在武漢市以外地方陸續開始解
封，交通可以通行，但需要在當地申請

「健康碼」，即是有一個識認，證明健康
情況才可出行，但需持有內地居民身份證
才可申請；如果跨省出行，亦需採取「點
對點」運輸。因此，當地的香港居民在城
市解封後，即使可以離開小區，亦沒有合
適的交通工具可以離開該城市或省，要留

待當地市政府和省政府作相關安排。
他表示，特區政府駐武漢辦事處會繼續

與湖北省政府溝通，了解當地的交通情
況，再看看如何協助有關港人安全和有序
回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是次包機行動主要集中接載武漢市周
邊、車程約兩三小時的咸寧、孝感和

黃石市的滯留港人，另加一些在武漢市以
外、湖北省其他地區而有緊急需要者回港。
昨日共接載281名港人返港，當中74人是16
歲以下，60歲以上的就有13人；其中3人有
病患，另外有一名中學文憑試考生。
聶德權透露，當中一人是上次包機未能
通過體溫檢測，昨日終順利通過檢測上
機，另有3人在當地未能通過體溫檢測，因
此未能上包機，也有一人臨時通知不乘坐
包機返港。

聶德權：輸入個案主要來自歐美
對於這批港人回港只需家居檢疫14天，

聶德權解釋，過去兩個多月他們在當地經
過嚴密的小區封閉式管理，加上現時本港
的輸入個案主要是來自歐美，檢疫中心的
容量有限，需要優先預留給緊密接觸者，
同時認為這批滯鄂港人再傳播病毒的風險
較低，加上政府化驗所進行病毒檢測的容
量有限，因此未有為他們進行病毒檢測。
除了在港的檢疫安排有不同外，其他包機
流程與第一批大同小異，滯鄂港人在出發
前，入境處人員會聯絡他們，衛生署人員亦
會為他們進行健康評估，他們離開住處後，
即時乘搭由特區政府安排的交通工具到武漢
機場，而從住所出發前、進入機場時、辦理
出境手續時及上機前亦需接受體溫檢測。下
機前，他們亦會被量度體溫。

派50人團隊抵武漢接港人
特區政府近50人的包機團隊昨晨抵達武
漢天河國際機場後，聶德權及曾國衞隨即
與武漢相關官員商討包機行動細節。其
後，曾國衞領導入境處人員有效率地為每

一位乘坐包機的港人完成簡單登記程序及
派發防疫包，又在場指揮各個工作點，並
親自了解慰問滯留湖北港人。有港人明白
包機工作的複雜性，並向特區團隊說：
「你們工作辛苦了！」
昨日的首班包機於傍晚約6時抵港，其中

杜小姐於農曆新年前帶同兩名分別4歲及16
個月大的兒子與朋友一同到湖北旅行，未
料當地因為疫情嚴重而「封城」，最終被
迫滯留，要在朋友家中寄居逾兩個月才能
回港。
杜小姐表示，回港前一天才知道香港近

日確診個案急增，曾擔心包機上會有交叉
感染的風險。但她指作為香港人，在內地
生活有很多不便，因此決定隨包機回港，
並指即使完成家居檢疫亦會盡量留在家
中。

盼坐「疫監」後到街市買餸煮飯
蔡先生一家四口亦終可「回家」，他形

容過去兩個月在黃石市的生活近乎「足不
出戶」，他說：「如果沒有(兩地)政府的安
排，不肯定現時是否可以離開。」雖然返
港後仍要家居檢疫14天，但他表示理解，
「不差在14天！在湖北的食物匱乏，每日
都是多菜少肉，也不能買大量食材，期望
在完成檢疫後可以到街市買餸準備一頓豐
富的晚餐慶祝。」
陳小姐同樣在黃石市滯留了逾兩個月，

她指「封城」對其日常生活有很大影響，
「最大問題是物資，超市和街市都未必開
門，唯有吃少一些。」她讚揚當地人十分
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形容當地現時甚至比
香港更安全。不過，她指由於12歲的女兒
在香港，過去一段時間只能由年老的祖母
照顧，因此必須趕回港照顧女兒。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謠傳赴港高鐵票售罄 港府：武漢未解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香港文匯報3月4日獨家報
道一名滯留湖北省黃石市的港
人曹先生，疫情之下因要趕回
港上班，等不及特區政府安排
的包機，決定和女兒乘坐友人
的順風車跨越三省、1,200公里
南下回港，其妻則繼續滯鄂至
昨天終可搭上特區政府安排的
第二批包機返港，曹太感謝特
區政府的安排，終於可以如願
回港一家團聚，惟心情興奮之
餘，亦感到一絲憂慮。
「兩個月前我由一個安全的

城市（香港）去到感染個案較
多的城市（黃石），當初危險
的城市（黃石）今日變得安全
了，我又回到一個由安全變成
危險（感染個案多）的城市

（香港）……」曹太慨嘆世事
難料，自嘲道：「可能只是我
太倒霉了吧。」
曹太直言，如今疫情之下

「內地才是全球最安全的地
方，因為已實施兩個多月的隔
離政策，若有受感染的，相信
都已浮出來了，現在反而回到
香港會比較擔心，因為每天香
港都有數十宗確診個案。」

信港人齊心抗疫定能過難關
但她相信，只要每人都做好應

有的防疫措施，包括需接受隔離
令的人切實遵從有關規定齊心抗
疫，相信香港定能渡過難關。自
己亦會嚴格做好自我家居隔離14
天，「畢竟香港是我們的家，需
要我們自己去愛護她。」

滯鄂兩月終返家 曹太嘆「疫城」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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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德權與等待乘坐包機返港的小朋友
合照。

■曾國衞（左一）昨日陪同滯留湖北的香
港居民回港。 入境處圖片

■入境處人員向乘包機返港的港人派發飲
品。 入境處圖片

■前赴武漢的香港特區政府人員，在當地機
場準備派發給返港居民的防疫用品。

入境處圖片

■港府昨日派出第二輪包機接返滯留湖北的港人，並於晚上9時許到港。圖為乘坐包機的
港人步出機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政府人員在武漢天河國際機場，為返港的市民作上機準備。 入境處圖片

昨日本港再添24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累
計個案增至 410 宗，其中多個源頭不明的群
組感染個案，大大推高社區大爆發的風險。
北京市政府已將本港列入境外輸入高風險國
家及地區名單之內，對本港抗疫效果不彰敲
響警鐘；如果本港疫情再惡化，導致更多國
家和地區將本港視為高風險地區，更加不利
本港經濟早日走出困境，復常復甦勢將延
後。有效抗疫是當務之急，包括商界在內各
行各業都要眼大局，支持政府採取更嚴格
的抗疫措施，莫只顧一己之利，討價還價，
阻礙抗疫，否則只會傷己累人。切望商界懂
得權衡「短痛之小害」與「長痛之大患」，
能夠作出明智抉擇，明白唯有盡快遏止疫
情，商界才能盡快重獲生機。

本港在抗疫初期，對當時作為重災區的內
地嚴防死守，有效控制疫情輸入，確診數字
相對較低，首星期只有20宗確診個案。可惜
到3月中旬開始，隨着歐美疫情惡化，大批
海外港人返港避疫，其中部分人士不自覺遵
守檢疫令，加上政府口岸檢疫存在漏洞，本
港市民防疫意識也有所鬆懈，結果確診個案

連續以每日雙位數增加，總數已突破 400
宗，當中除了外地輸入個案大幅增加，還有源
頭不明的本地個案，專家都認為難以估計社區
有多少隱形傳播鏈，情況日益令人擔憂。

本港與內地人員交往、經貿往來都緊密相
連，依存度越來越高，兩地若同步努力抗
疫，同步實現控疫的階段性好轉，無疑對本
港社會恢復正常運作、兩地經貿和人員往來
逐步恢復、經濟盡快復甦，是最有利的。但
是，現在內地疫情已經基本受控，連武漢都
準備「解封」，全國各省各地正在密鑼緊鼓
推進有序復工復產。相比之下，本港疫情反
而轉趨緊張，更成為內地重點防範對象，這
是提醒、警告本港要進一步加強抗疫，部署
防疫抗疫措施要有預見性，不能再猶豫徬
徨，一再錯過防疫時機。歐美的前車之鑑，
本港不能重蹈覆轍，必須盡快脫離疫情高危
地區之列，否則本港抗疫的代價更沉重，疫
後復甦之路更艱難漫長。

要加快走出疫情高風險地區的行列，爭取
早日與內地全面「開關」，本港各界首先要
對落實更嚴格的抗疫措施達成共識。目前，

本港的酒吧、食肆成為病毒擴散的高危地
方，政府已推出「禁酒令」，建議立法暫停
酒吧、食肆售賣酒精飲品，減少人群聚集，
降低病毒擴散的風險，但有關建議引起部分
業界強烈反對。落實「禁酒令」，酒吧、食
肆生意進一步受影響，是意料中事，業界
「肉赤」也可以理解。但是，業界有否想
過，疫情不受控制，甚至每下愈況，香港淪
為嚴重疫區，各行各業都遭殃，正所謂覆巢
之下無完卵。

為了抗疫，歐美多國政府直接下禁令，規
定酒吧、餐廳、娛樂場所停業或禁止堂食，
本港對業界約束明顯寬鬆得多。防疫「半桶
水」，有防疫專家相當擔心，若本港的疫情
繼續惡化，本港醫療系統恐將崩潰，專家建
議港府參考英國、德國等做法，禁止市民聚
集，並配合其他措施協助落實及執法。

其實，商界也很明白，單靠本港消費，根
本不足以支撐本港的旅遊、零售、餐飲、酒
店業，本港需要有安全健康的環境吸引四方
客；而在歐美疫情尚處高峰的情況下，本港
更要加把勁抗疫，早日迎接內地客人，這才

是本港商界的出路所在。麥當勞、大家樂等
大型連鎖食肆已宣佈，不提供堂食、只設外
賣，正是因應形勢、懂得走位的明智之舉，
值得飲食業界同行仿效跟隨。商界精於計
算，應該識得計大數，不能只看眼前利益。

有業界也願意暫停經營，前提是政府向業
界代繳租金、人工和差餉等費用，即要求政
府包底、承擔業界的損失。這恐怕不符本港
的社會運作規則。即使歐美各國，政府要求
酒吧、餐廳停業，允許受影響的企業延後交
租、交稅，但並無豁免企業應負的費用。政
府可以成立緊急救濟金，支援受停業影響的
基層勞工度過時艱；提供免息或低息借貸，
支持中小企，協助其災後復甦，這些措施都
是英美政府近日推出紓困政策的重點，卻也
沒有見到英美政府直接為企業「包底」。

本港抗疫形勢不容樂觀，情況持續惡化，
對所有人都有害無利。集中精力抗疫是當前
首務，商界暫時放下計較一己得失，暫停不
利抗疫的業務，與各界合力令本港早日擺脫
疫症威脅的陰霾，盡快迎來復甦的曙光，是
對自己負責，亦是對香港負責。

商界應懂得權衡得失 為抗疫作出明智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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