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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生商務客抵港今起免檢
2020年4月29日（星期三）

入境檢疫延長至6月7日 連續3天零確診有利防疫「減辣」


(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緩和，昨日連續
第三天錄得「零確診」，為特區政府放寬防
疫措施製造有利條件。特區政府昨日公佈，下周
四（5 月 7 日）屆滿的各項入境檢疫措施，有效期將
延長一個月至 6 月 7 日，但政府同時修訂規例，豁免跨境
學童和商務旅客的入境強制檢疫限制，今日零時生效，
相關安排詳情將於日內公佈。有經常持商務簽證來港的
商人對修訂表示歡迎，本港零售業也希望商務客獲准訪
港後，能刺激本港疲弱的市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月 8 日起生效的第五百九十九 C 章《若
自2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訂明，從內

地、澳門及台灣到香港的人士，或從內地以外
地方到香港、但到港前14天內曾在內地、澳門
及台灣逗留的人士，抵港後必須強制檢疫 14
天，有效期原訂將於5月7日屆滿。

政府今刊憲 豁免申請稍等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召開記者會表
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該規例有效期
將再延長一個月，至 6 月 7 日。她說，考慮到
逐步恢復人流及經濟活動，規例亦作出修訂，
豁 免 兩 類 人 士 接 受 強 制 檢 疫 的 規 定， 包 括
（一）任何根據《教育條例》註冊學校接受幼
兒、幼稚園、小學或中學教育的抵港人士，或

為提供該等教育或安全進行行程的人士，如跨
境學生、有關人員及服務提供者，以及（二）
擁有關乎符合香港經濟發展利益的生產作業、
業務活動或提供專業服務的人士（例如商務旅
客等）。
特區政府昨晚已刊憲，訂立修訂規例，使以
上兩類抵港人士今日起獲豁免檢疫。食物及衛
生局副秘書長（衛生）陳偉基補充：「修訂規
例雖然生效，但仍要等到豁免申請機制出台，
業界才可正式申請。」

慎審豁免資格 防新輸入個案
陳肇始透露，該局將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教育局研究具體細節，再與內地溝通，她稱：
「豁免人士要符合什麼要求、停留時間、有什

商界冀兩地同時豁免
內地商人張先生在港有一間
加工廠，平日由香港員工負責
日常運營，過往他持商務簽註
定期過境處理業務。他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因為檢
疫限制早前不能如常來港，許多日常業務不能
及時處理，有一次還要應對一個緊急事件，需
要親自來港辦理，曾想過乘坐非法快艇進入香

$

港，最後問題迎刃而解才不致犯法。「現在逐
步放寬入境政策，當然是好事，對於我們這些
需要跨境工作的人士提供不少便利，至少毋須
想冒險違法入境香港。」
從事貿易行業的劉先生則表示，香港的貿易
行業較多是轉口交易，有些訂單需要買家來港
看貨才能簽訂訂單，還有部分交易買賣雙方專
門選擇到香港簽訂合同，但受到疫情影響，近

校長：復課須先安排好跨境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
風）對於政府提出，新增豁
免跨境學生及相關服務提供
者接受 14 天入境強制檢疫。
有取錄較多跨境生的學校校
長指，現時教界已開始有關
復課的討論，而跨境生安排
絕對是考慮復課的先決條
件，務必及早妥善處理，確
保教育公平。
位於上水的鳳溪第一小學
學生中有一半為跨境生，校
長朱偉林指，校方一直有關
注相關檢疫情況，「其實過
去已有討論過，不能只讓本

地生復課，會被人質疑是歧
視，只有一齊做（復課）才
能公平」，因此跨境生安排
絕對是復課的一項先決條
件，需要及早妥善處理。

倡相關人員悉數豁免
「（加入豁免）當然是
好事，否則大批跨境生將
無法上學，但當中仍有很多
相關措施需要跟進」，朱偉
林舉例指，例如跨境交通設
施及關口開通情況，以至跨
境生家長、接送保姆及司機
等人員是否悉數獲豁免，均

有待進一步說明或釐清細
節。
「有些小朋友可能是由家
長帶坐火車、搭直巴，或自
行駕車送小朋友上學，如家
長依然要隔離，到頭來還是
影響孩子上學」，朱偉林認
為，在兩地疫情受控大前提
下，亦可考慮豁免相關家長
檢疫，「例如透過出世紙等
證明身份，確認做足戴口
罩、量體溫等防疫措施後給
予放行」，至於保姆車人員
則可透過工作證確認身份和
工作目的，給予豁免。

■ 特區政府公佈，各項入境檢疫措施有效期延長至 6 月 7 日，但同時豁免跨境學童和商務旅客的入境強制檢疫限制。圖
為香港國際機場為入境旅客量度體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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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防護措施要遵守，相關政策局正處理細節，
當然會跟業界商討。」
目前內地規定入境人士須檢疫14天，若香港
也檢疫14天，前後共合28天。故修訂規例後，
衛生署署長獲賦權在符合「若干條件」時，取消
從內地或澳門抵港人士的檢疫令。陳肇始指，政
府正與署方商討，會於稍後公佈詳情。她續指，
雖然內地疫情顯著改善及受控，但香港仍需持續
控制任何跨境交通導致的輸入個案，以及外遊個
案導致的第二波感染，呼籲社會各界切勿鬆懈，
以免防疫措施成果功虧一簣。
疫情爆發前，香港每日有 2 萬多名跨境學童
穿梭兩地；至於商務簽註旅客，在有關入境限
制實施前，每日平均近 3,000 名內地商務旅客
來港。

期這類活動大幅減少。他認為，內地會否同時
豁免商務旅客的入境檢疫，目前仍是未知數，
但已對兩地經商的市民帶來正面訊息，「相信
香港的經濟活動好快回復正常。」
另一位在內地做創科生意的香港人陳先生則
表示，若只有香港單方面豁免檢疫，成效有
限，希望內地也可以縮短檢疫時間，甚至逐步
讓要經常來往兩地的人豁免檢疫：「(檢疫)三
天至五天，可以接受，為了工作，我可以花三
天至五天等，完成檢疫後再工作，最好即日來
回唔需要檢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限聚」撤令或延長要睇定啲

■ 陳肇始
陳肇始（
（中）透露
透露，
，食衛局將與商經局及教育局研究具體細節
食衛局將與商經局及教育局研究具體細節，
，再與內地溝通
再與內地溝通。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特區政府採取多項措施規限社
交距離，包括不准多於 4 人在
公眾場所聚集的「限聚令」，
以及規定食肆餐枱間要相隔 1.5
米或加設隔板等，有關措施延
長至 5 月 7 日亦屆滿，但政府
暫未決定會放寬還是再次延
續。有傳染病專科醫生認為有
關防疫措施可以撤銷，有指行
政會議亦有討論適度放寬規限
的問題，但認為要謹慎處理。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
在記者會上提及「限聚令」等
措施時，表示明白市民和業界
都對這些防疫措施有訴求，不
少業界人士也表示可以在衛生
措施上做得更好。她對此表示
欣賞，而現階段「限聚令」維
持至下月 7 日，會留意整體情
況，有決定會盡快公佈。
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祈
殷則認為，目前本港社區情況
安全，因此對商業處所包括規
管食肆營業的措施可以完全撤
銷，毋須要再訂立限制，他反

而認為目前並非時候放寬對入
境人士的管制，關注有康復患
者再次檢測結果為陽性，認為
政府要確保這些低傳染性人士
不會在社區播毒。

或放寬雀館
酒吧卡拉 OK 要等等
有電子傳媒則引述消息人士
透露，行政會議有討論放寬本
地防疫措施，政府首階段考慮
放寬麻將館等部分商業處所的
限制，會與業界討論如何在加
強防疫措施下重開，但酒吧、
卡拉 OK 及婚宴場合三個曾有
群組爆發的處所，則難望短期
內可放寬。
至於食肆，政府早前已放寬
顧客人數不得超過座位數目一
半的限制，業界期望放寬每枱
4 人限制，但據了解有行會成
員認為進食時不能戴口罩的風
險高，要謹慎處理；另外有意
見認為「限聚令」有效提醒市
民保持社交距離，短期內難撤
銷。

放寬檢疫利零售餐飲業「回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豁免商務旅客來港檢疫，
令現今生意慘淡的零售及餐飲業有望「回暖」。香港經貿商會
副會長黃永成指出，新冠疫情導致訪港旅客急跌，奢侈品零售
業現時業務僅有原先的 2%，因這行業八成至九成顧客來自內
地，大部分雖是個人遊或旅行團客，但商務客亦有需求，相信
豁免商務旅客入境檢疫有助行業復甦。餐飲業代表則認為，今
次修訂，或令銅鑼灣、中環等商業區的食肆業績上升一兩成，
但長遠還是要取消「限聚令」，才能真正刺激消費。

零售：
「放寬」
有實際幫助
黃永成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零售業去年已開始不景
氣，奢侈品的零售業務更首當其衝，去年初中美貿易戰令經濟
增長放緩，去年中再出現社會動盪，至今年開年又碰上疫
情 ，業績一跌再跌，現在已經「唔見咗 98%至 99%嘅銷售
額」。
他舉例自己的店舖銷售高端鐘錶，八成至九成以上銷售額都
是靠內地客，所以非常認可政府擴大豁免入境檢疫範圍至商務
人士，「（放寬檢疫措施）不是一個象徵，是對業界有實際幫
助的舉動。」但他預期，由於目前經濟大環境較差，商務旅客
出手也未必會像從前般闊綽，一線品牌銷路仍然不會好轉，可

能二三線產品或經典款式會有更多市場。

餐飲業籲適時取消
「限聚令」
餐飲業方面，香港餐飲管理協會會長楊位醒則對本報表示，
修訂規例對業界會有較大幫助，特別是位於銅鑼灣、中環等商
業區和旅遊區的食肆，可以預期生意額回升一兩成。這些區域
的店舖早前受疫情影響最為嚴重，部分食肆營業額下跌七成，
餐飲從業員的失業率更是居各行業之首，高達9%以上。
楊位醒呼籲政府應在適當時候取消「限聚令」，特別是對食
肆餐枱距離的限制，才能真正刺激經濟，形容現在情況是「全
體市民在家裡焗，無處消費，大家都好悶」。
■ 餐飲業代
表認為，
表認為
，今次
修訂或有助帶
挈商業區食肆
業績。
業績
。圖為蘭
桂坊一間停業
酒吧。
酒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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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會讚方便北上處理積壓業務

■ 圖為跨境生過關前往香港上學。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特區政府昨日宣佈允許部分符
合條件人士，包括關乎香港經濟發展利益的生產作業、業務活
動或提供專業服務人士，豁免接受強制檢疫。香港中華廠商聯
合會（廠商會）昨日發聲明表示歡迎，並認為有關安排將有助
便利港商到內地處理積壓已久的業務，冀政府盡快制定申請機
制，並公佈具體詳情，讓措施能夠早日實施。
廠商會會長吳宏斌指，因兩地實施了入境強制檢疫措施，大

部分跨境港商自農曆新年後已沒有返回內地公司，不單只造成
營運上的不便，更可能導致財務資金周轉出現問題。港府決定
豁免部分人士進行強制檢疫，意味已解除了一半跨境障礙，這
絕對是好消息。
他希望，特區政府能夠主動跟廣東省政府協調，進一步放寬
對有切實需要往來兩地的人員（例如跨境商務人士）在進入內
地後進行集中隔離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