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昨日新增28宗確診病例，其中27宗屬

輸入個案，但另一名居於大圍美田邨美秀樓

的46歲女患者，本身並無外遊記錄，但其早

前由美國返港的丈夫及兒子於本周二（6月

30日）確診。生防護中心認為她可能透過

親人的家居接觸而受感染，將其列為與輸入

個案有流行病學關連個案，並於昨日向美秀

樓居民派發深喉唾液樣本瓶以進行病毒檢

測。至於其餘的輸入個案，有25人由印度返

港，另兩人分別來自哈薩克和印尼。

夫兒回港確診 無外遊婦中招
曾到大圍菜肉舖美田超市 美秀樓居民獲發深唾瓶採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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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出 口 物 品 報 關
    當局提醒所有從事物品進口及出口的公司和個別人士，必須遵照香港法例第
60E章《進出口（登記）規例》，於物品輸入或輸出後十四天內遞交進／出口報關
單及繳納進出口物品報關費。惟根據該規例第三條豁免報關的物品，則不在此限。

二.  進口及出口私人物品（包括透過互聯網或其他方式從海外直接購買或向海外出
售的物品），除非根據該規例屬於指明的豁免物品，否則亦須遞交進／出口報關單
及繳納進出口物品報關費。一般可獲豁免報關私人物品包括：私人行李（包括非為
生意或業務而進出口的物品）、私人禮物而收受人無須付款及經香港郵政進口或出
口而所載物件價值四千元以下的郵包等。

三.  進／出口報關單須以電子方式，透過指定服務供應商遞交。服務供應商亦替有
需要人士把紙張報關資料轉換為電子信息傳送至政府。服務供應商包括「標奧電子
商務有限公司」（簡稱「標奧」）、「商貿易服務有限公司」（簡稱「商貿易」）
及「貿易通電子貿易有限公司」（簡稱「貿易通」）。有關的服務供應商詳情可經
下列途徑獲取：

標奧 商貿易 貿易通
電話熱線 2111 1611 8201 0082 2917 8888
網站 www.brio.com.hk vip.ge-ts.com.hk www.tradelink.com.hk 

四.  遞交的進／出口報關單資料必須準確而完整。有關規定請參閱由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刊登的「政府電子貿易服務系統執行指引現行版本第B.3節---進出口報關服
務」文件。在海關關長授權下，政府統計處指定人員亦可核實進／出口報關單內的
資料是否清晰齊備，足以應用於編製貿易統計數字。使用電子遞交服務人士應定時
查閱其「電子郵箱」，以確定其報關單是否已成功遞交至政府與及政府有否就其報
關單作出任何查詢，亦應時常留意電子證書的有效日期及其戶口是否有足夠存款。

五.  如欲獲取更多有關填寫和遞交進／出口報關單的資料，可致電政府統計處進
／出口報關單及貨物艙單查詢熱線2877 1818或參閱其網站www.censtatd.gov.hk/
trader/index_tc.jsp。

六.  遞交報關單時，將物品進出口的人士必須繳付報關費及製衣業訓練徵款（如適
用）予政府，由二零一八年八月一日或之後進口或出口／轉口香港的物品，每張進
／出口報關單應繳付的報關費上限為二百元。如超過十四天的法定限期始行遞交進
／出口報關單，必須按章繳納遲交報關單須付的費用，而不獲另行通知。有關詳情
請參閱由香港海關及政府統計處編制的《如何辦理進／出口報關手續》小冊子。

七.  當局可能會對未有充分理由而不依法呈交進／出口報關單或明知或罔顧後果呈
交任何在要項上並不準確的報關單的人士提出檢控。

海關關長鄧以海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日

「運動之城」——香港

作為一個體育愛好者和體育工作者，初來香港
最大感受就是香港人對運動的熱愛：不管是海邊
長廊、公園綠地或是城市街頭，隨處可見不同年
齡的跑者；無論是著名的麥理浩徑、太平山頂或
是香港最高峰大帽山，行山的人群從未間斷；乒
乓球、羽毛球、橄欖球、足球、游泳、氣功等項
目愛好者眾多，海釣、潛水、帆船、鐵三等相對
小眾的項目參與者也不少，更不用提每周三、周
日的跑馬日時數萬人的歡聚。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香港在佔地空間極為狹
小、高樓鱗次櫛比的情況下，市民體育設施的數
量之充足、維護之良好、使用之便利、收費之便
宜，讓人歎為觀止。無論是著名的跑馬地、香港
大球場，或是修頓球場、伊利沙伯體育館，還是
隨處可見的公園健身館、運動場、游泳館和社區
會所，都是貼近市民、長時開放、管理完善、收

費低廉，這也為香港人熱愛運動提供了良好的基
礎設施條件。即使是維港兩岸這麼寸土寸金的地
方，政府也不遺餘力地打造了海濱長廊和一系列
的體育設施，為市民隨時隨地參與運動、釋放激
情提供良好的環境。

香港人對行山的熱情恐怕在全世界都能排名前
列，以前我雖有所耳聞，但未曾有機會親身體
會。來到香港的第二天正值周末，我專門去爬了
趟獅子山，希望感受一下從小就吟唱的《獅子山
下》的味道。初到香港的第一次遠足，就讓我感
受到了香港人對行山的熱情，更感受到了香港優
越的行山條件：生態環境優美、行山設施完備、
抵離交通便捷，水泥森林和自然森林實現了完美
融合。在城市化高速發展的今天，香港為我們提
供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典範。

在不遺餘力的推動香港市民運動普及化的同
時，香港政府也一直積極推動着香港體育的精英
化。香港作為一個只有750萬人口的城市，曾經誕
生了「風之后」李麗珊、「亞洲車神」黃金寶等
一大批國際知名運動員。近年來湧現出的黃鎮

廷、杜凱琹等優秀年輕運動員也多次在國際、洲
際大賽上代表香港站上領獎台，向全世界展示了
香港人勇於拚搏、積極向上的陽光形象。同時，
香港每年均會舉辦香港馬拉松大賽、世界女排大
獎賽香港站、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世界羽聯香
港羽毛球公開賽等一系列國際頂級賽事。特別是
香港成功舉辦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馬術賽事，
使香港成為了名副其實的「賽事之都、運動之
城」，不僅滿足了香港市民在家門口觀看世界頂
級賽事的需求，更吸引了全世界體育迷的目光，
使香港這個國際化大都市更陽光、更動感。

體育是內地和香港交流最為頻繁、最為緊密的
領域之一。每四年一次的奧運會後內地金牌運動
員訪港的巨大影響力自不必多說，許多香港運動
員長期在內地特別是廣東省訓練和比賽，讓香港
運動員受益匪淺，每年多批次的青少年體育交流
更使內地和香港的年輕人相互認識、相互了解、
相互走近。可以說，兩地的體育交流不斷促進着
內地與香港對彼此認識和理解的深入。

現在，我經常下班後在西環海岸邊跑步，吹着

徐徐海風，看着維港兩岸林立的高樓裏的燈光伴
隨着夜幕降臨依次亮起，身邊不時交錯跑過一個
個矯健的身影，散步、閒談、遛狗的人群寧靜而
平和，我想，這才是真正的香港，這才是真正香
港人的生活。我也相信，香港人積極向上、勇攀
高峰、超越自我的體育精神終將從維港兩岸、從
太平山頂、從獅子山下出發，把籠罩於香港上空
的陰霾吹散，讓香港重回正軌、重新出發。

宣傳文體部 朱劍平

■香港馬拉松賽。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衞生防護中心指出，昨日新增的28
宗個案涉及12男16女，年齡介乎3

歲至46歲，其中的46歲女病人（第1233
宗）過往健康良好，是前日確診59歲男
病人（第1205宗）的妻子及19歲男病人
（第1206宗）的母親，其兒子在美國留
學，丈夫則於2月到美國，兩人6月17
日返港。
女病人一家三口居於美田美秀樓，

而她早於上周五（6月26日）病發，出
現發燒、全身乏力和咳嗽徵狀，同日到
藍田向一名私家醫生求醫，其丈夫及兒
子前日確診後，她亦因出現病徵被送往
威爾斯醫院隔離治療，結果病毒測試呈
陽性反應。

27宗輸入個案 25人來自印度
中心指出，女病人入院前，曾到過大

圍街市鄰近的蔬菜和鮮肉店舖，以及美

田一間超級市場。作為預防措施及盡
早發現可能的社區傳播，中心昨日開始
透過房屋署的安排，向美秀樓居民派發
深喉唾液樣本瓶，並會向病人傳染期內
曾到訪過的處所的職員派發樣本瓶，中
心呼籲美秀樓居民及相關人士盡快交回
樣本瓶，倘有病徵應盡早求醫。
至於另外的27宗輸入個案，其中25人
潛伏期身處印度。他們均於本周二返抵香
港，其中21人並沒有病徵，其餘四人則
於抵港前或抵港當日已出現病徵，包括發
燒、流鼻水、頭痛、肌肉痛或嘔吐，全部
人由檢疫中心轉送醫院治療。餘下兩宗個
案，患者則分別由哈薩克及印尼返港，兩
人均沒有病徵，但經檢測呈陽性反應後由
亞洲國際博覽館直接送院。

九船員短暫留港抵寧波後確診
此外，防護中心前日公布有貨櫃船公

司九名外籍船員曾短暫留港，並在抵達
內地寧波後確診。據了解，該九人曾於6
月21日至24日入住荃灣帝盛酒店。
酒店負責人昨日接受媒體查詢時指

出，知悉該九名船員屬於豁免強制檢疫
者，他們入住的房間分布在三個樓層，

但他們在酒店期間要時刻戴口罩，進入
酒店須量度體溫及填寫健康狀況與旅遊
紀錄申報表，據稱暫有四名酒店房務員
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防護中心指出，該
九名船員介乎26歲至50歲，在港期間留
在酒店，並無外出到其他地方。

康文署公共服務安排
設施

露天劇場、室內
和戶外康樂設施
的觀眾席

表演場地、博物
館和文化場地

公共圖書館及附
設的學生自修室

游泳池及泳灘

沖身間或裝有分
隔板的淋浴花灑
頭

資料來源：康文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日期

7月3日

7月3日

7月7日

7月3日

7月3日

安排

重新開放

放寬入座或使用人數，
由原定容納人數五成增
至八成，表演場地相連
座位不得超過16個

恢復正常開放時間

梅窩游泳池、北葵涌賽
馬會游泳池、南灣泳
灘、近水灣泳灘、下長
沙泳灘及清水灣第一灣
泳灘重開

取消「隔一個，開一
個」安排，沒有分隔板
的沖身花灑頭維持相隔
1.5米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昨日宣布，因應新冠病毒
最新情況，更多康樂設施
及場地將於周五（7 月 3
日）開始陸續重新開放，
另會放寬重開設施的部分
使用限制安排；文化設施
方面，所有表演場地入場
人數限制同日起放寬，而
所有公共圖書館及附設的
學生自修室，則由下周二
（7月7日）起回復正常開
放時間。
康體設施方面，露天劇

場、室內和戶外康樂設施
的觀眾席將重新開放。此
外，再多兩個游泳池和四

個泳灘重新開放，連同已
陸續開放的公眾游泳池，
合共有40個泳池開放予巿
民使用（重開泳池名單：
www.lcsd.gov.hk/en/
beach/common/docu-
ments/reopen_annex1_703.
pdf）。康文署同日重開四
個刊憲泳灘，令重開泳灘
增至 25 個（重開泳灘名
單 ： www.lcsd.gov.hk/en/
beach/common/docu-
ments/reopen_annex2_703.
pdf）。
康文署則繼續暫停處理

預訂露天劇場及免費康體
場地作非指定用途活動及
銷售活動的申請。

公
共
圖
書
館
自
修
室
下
周
重
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中環及灣仔繞道再發生空氣淨化
系統損壞情況。路政署昨日透
露，本周日（6月28日）晚接獲
中環及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
路的工程顧問公司通知，繞道中
通風大樓的空氣淨化系統中，有
一台抽風風扇的扇葉組件出現損
壞，而空氣淨化系統已局部暫停
運作以進行調查。路政署強調關
注事件，會聘請獨立專家徹查，
並會追究相關責任問題。
該署表示，得悉事件後已即時

展開調查，而工程顧問公司周二
（6月30日）凌晨對三座通風大
樓內其餘32台抽風風扇進行初步
檢測，未發現異常情況。
署方則已責成工程顧問公司及

承建商盡快調查事件成因，並全
面檢查三座通風大樓所有風扇，
進一步確保所有風扇均能正常運
作。署方指出，根據空氣監測數
據顯示，繞道內的空氣質素未受
影響。
繞道去年初通車後一個月，即

已發生空氣淨化系統有七台風扇
出現不同程度損壞事故，今次是
第二次發生同類事件。路政署表
示，對繞道內抽風風扇再有異常
損毁情況極表關注，會聘請獨立
專家徹查整個抽風系統的設計、
建造與監管系統，嚴肅跟進及調
查事件成因，並追究相關責任問
題。若日後調查確定事件成因與
責任，政府會就事件導致的損失
向有關方面嚴肅追究。

政府推「研究人才庫」育創科專才

灣仔繞道空氣淨化系統又損壞

■中環及灣
仔繞道通風
大樓空氣淨
化 系 統 故
障。
資料圖片

■ 本 港 新
增 28 宗確
診 病 例 ，
當 中 一 人
為 輸 入 個
案 密 切 接
觸者。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創新科技署昨日宣布，「研究員
計劃」和「博士專才庫」現已整合為「研究人才
庫」，歡迎合資格公司和機構就計劃提交申請。
「研究員計劃」和「博士專才庫」現時資助合

資格公司和機構，分別聘用兩名研究員和兩名博
士後專才進行研究及發展（研發）工作。兩個計
劃經整合後名為「研究人才庫」，將資助每間合
資格公司或機構聘用最多四名取得學士、碩士或
博士學位的創科人才進行研發工作，讓僱主在聘
用研發人員時有更大靈活性。

「創新及科技基金」下的「研究人才庫」旨在
鼓勵大學畢業生投身創科行業，以及培育更多創
科人才。每名研究人才的聘用期一般最長為三
年。擁有本地大學學士學位的研究人才每月最高
津貼額為18,000元，擁有本地大學碩士學位的研
究人才的每月最高津貼額為21,000元，而博士學
位研究人才的每月最高津貼額則為32,000元。所
有在香港進行研發活動的科技公司、香港科技園
公司和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的培育公司及從
事創科工作的租戶，以及獲「創新及科技基金」

資助進行研發項目的機構和公司均可申請。
過去三年，「研究員計劃」資助了逾2,300個
研究員職位，資助額約7億 8,000萬元。至於
2018年8月推出的「博士專才庫」，至今已批出
約6億300萬元以資助超過1,030名博士後專才。
「研究人才庫」詳情載於「創新及科技基

金 」 網 頁 （www.itf.gov.hk/tc/funding-pro-
grammes/nurturing-talent/research-talent-hub/in-
dex.html）。如有查詢，請聯絡基金秘書處（電
話：3655 5678；電郵：enquiry@itf.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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