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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在聽取飲食業界意見後，微調食肆晚
市禁堂食的措施，由昨日開始新增三項豁免範
圍，例如員工飯堂不受限令規管；並容許從事飲

▶昨日開始新增三
項豁免範圍，有戴
口罩的食客可在食
肆等拎外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食業的員工在食肆享用晚餐，以及准許有戴口罩
的食客在食肆內逗留等拎外賣。同時，為解決檢
疫設施短缺的問題，昨日荃灣絲麗酒店部分
房間出租作檢疫用途，主要接收從印
度、巴基斯坦等高危地區抵港的人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大批身穿保護裝備的工作人員，在荃灣絲麗酒店協助檢疫人士入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酒店原有住客買外賣折返才知酒店用作檢疫中
心，與職員理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禁堂食三豁免 員工飯堂鬆綁
容許飲食業員工食肆開餐 戴罩可在餐廳等外賣

食服務，但不少業界指操作上遇到難題，例如部分
須24小時運作的公司，員工飯堂晚間不可能禁止堂
食；食肆的員工也無處食晚飯。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昨日在疫情記者會上
表示，明白部分公司是24小時運作，或需要讓員工
在公司進食，而相關食堂只給予員工用膳，風險相
對較低，故將之加入可獲豁免的範圍，但工作場所
以外的受僱食堂、工廠食堂都不獲豁免。

須劃分員工用膳區及外賣區
他續說，餐廳食肆內的員工，亦獲豁免遵守禁堂
食令，但前提是須在餐廳內用餐，店方並需劃分指定
員工用膳區域，並有適當圍封及標示，確保與顧客等
公眾人士有明顯區隔分開。同時，如果餐廳設外賣區
讓顧客在食肆內等候取餐，只要用膳區及外賣區有清
楚劃分，而顧客亦有正確戴上口罩，亦不算違法。
徐德義強調，有關舉措不是「解禁」，因為
相關條例本身有特定豁免項目，政務司司長轉

達不同團體的豁免意見後，局方亦認為有需要
及有必要性納入豁免，才作出有關決定。

荃灣絲麗酒店局部出租作檢疫
疫情爆不完，加上火炭駿洋邨檢疫中心部分單位
即將要歸還準公屋戶入住，檢疫設施買少見少。據
了解，荃灣絲麗酒店部分房間昨日出租作檢疫用
途。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該酒店巡察，下午已有
大批身穿防護裝備的工作人員駐守，下午約三時
半，一架旅遊巴載着一批檢疫人士進入。
消息人士透露，這批檢疫人士前日晚上由印度抵
港，在亞博館接受病毒檢測時呈陰性反應，過往的
做法會送入駿洋邨等檢疫中心隔離14天，但昨日獲
安排入住酒店。香港文匯報記者以旅客身份致電該
酒店，職員沒有透露酒店部分房間用作檢疫用途，
並表示接受記者預定未來任何一天的房間。
徐德義承認，酒店只有局部樓層作檢疫，又強調
今次不是徵用，而入住的人士都是先檢測，呈陰性才
可以入住，相信不會對其他非檢疫住客構成風險，
「某一些人士經過（病毒檢測）篩選（呈陰性），其

港人赴粵須持核檢陰性證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廣東省政府昨晚調整
由香港入境廣東人士的防控措施，除經批准的公務商
務豁免人員、跨境司機、跨境學生以及符合粵港澳三
地隔離互認政策的人員外，其他人員經深圳灣口岸和
港珠澳大橋入境廣東時，必須持有香港特區政府認可

的醫療機構發出的72小時內有效的核酸檢測陰性結
果證明，而入境後仍須接受14天強制檢疫。
特區政府表示理解有關措施，並會作出相應配合，確
保措施順利執行。特區政府留意到因暑假剛開始，加上
本地疫情突轉嚴峻，部分香港市民可能會選擇北上，

食肆僱員山窮水盡 盼政府直接津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特區政府推出加
辣版防疫措施，包括食肆禁晚巿堂食，有工會估計
令食肆全日營業額大跌六成，倘情況持續將出現結
業潮。有點心師傅因疫情三度停工，為節省開支，
「放工由佐敦行一個幾鐘返長沙灣屋企」；有廚師
失業四個月，要借貸度日，他們均期望政府可向業
界僱員作出直接資助。
香港飲食業職工會聯合會調查顯示，275名受訪飲食
業僱員中，22%已遭解僱或裁員；46%被要求放無薪假
或停工；22%遭減薪或由全職轉為兼職工作。該會直
言政府實施加辣版防疫措施，將令僱員雪上加霜。
54 歲的陳成，任職點心師傅 30 多年，形容現時
較 2003 年「沙士」肆虐時慘烈，連同前日，他過

35「雀友」犯聚被票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政府因應第三波
疫情重新收緊「限聚令」至最多 4 人聚集，以及向
部分場所實施「停業令」，但仍有人罔顧後果，參
與非法聚賭。油麻地一間非法釣魚機賭檔無視「停
業令」，其負責人和 4 名賭客於前日被警方拘捕。
另外，35名「雀友」在一間樓上聯誼會開枱打麻雀
耍樂，涉嫌違反「限聚令」，被票控發出定額罰
款。
警方接獲市民舉報，指油麻地廟街一座內有聯誼
處所的大廈有多人聚集。油麻地分區警員經調查
後，發現有人違反俗稱「限聚令」的《預防及控制
疾病（禁止群組聚集）條例》（第五百九十九 G
章），遂向上址聚集和進行麻雀耍樂的 8 男 27 女發
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去半年間已三度停工，平均每月僅獲半數約 9,000
元收入，但他是家中經濟支柱，除照顧年邁母
親，更需供養三名在內地的子女，生活捉襟見
肘：「用一個幾毫都要諗，為慳錢試過放工由佐
敦行返長沙灣，行個幾鐘。家再次冇收入，只
好見步行步，勒緊肚皮捱世界！」
同樣 54 歲的葉國平任廚師 34 年，今年 2 月任職
的酒樓倒閉後一直失業，半個月前才獲一間火鍋
雞煲店聘用，但政府收緊防疫措施，食店取消廚
房工序，他再次失業，「我一家四口，老婆係家
庭主婦，阿仔剛畢業未有工作，每月只靠個女萬
六蚊收入，又要交租畀水電費同食飯，點夠生
活？唯有向親戚借錢周轉，政府畀嗰一萬蚊都未

■ 勞聯及香港飲食業職工會聯合會昨日提議，政府
直接向飲食業僱員提供資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風險可以接受程度，是可以在酒店進行檢疫，這已經
進行了一段時間，不是今天才有這種方法。」
他續指，檢疫中心空間有限下，確診者的緊密接
觸者應優先入住原有的檢疫中心，因為他們的確診
率較高。

令內地口岸和檢疫措施超出負荷。有見及此，粵港兩
地在聯防聯控共同對抗疫情的前提下，作出磋商。
特區政府發言人說：「市民在出發前往廣東時，
須確保持有有關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否則將不
能進入廣東；而在折返香港時，更會因重新進入香
港而須根據香港法例第 599C 章《若干到港人士強
制檢疫規例》接受強制檢疫14天。為避免出現該等
情況，市民應格外小心注意。」

夠還，仲爭 6,000 蚊至還晒！」

業界倡推失業援助金
飲食業管理專業人員協會理事長黃志江表示，去
年全港約有1.58萬間持牌食肆或食堂，但今年頭6個
月已有一成約1,500多間結業，政府推出晚巿禁堂食
措施，估計食肆營業額下跌四成，加上其他限聚措
施，全日營業額更大跌六成，情況持續將出現結業
潮，大批從業員直接受影響。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副主席譚金蓮指出，飲食業僱員
至今未如其他行業僱員般，獲政府提供直接資助，首
兩輪防疫抗疫基金仍有100億應急款項未動用，建議
直接向飲食業僱員發放現金津貼，以現時工資中數位
1.8萬元的一半計算，半年內每月發放9,000元津貼，
以紓解困境。她並建議推出失業援助金及失業貸款基
金等，助工友渡過難關。

吸煙傾談 人感染 張竹君：高危行為

三波新冠肺炎疫情來襲，政府早前向食肆實
第施新一輪限制，包括於晚上
6 時起需要停止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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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巿民
上街普遍也有戴口罩防疫，但亦有不
少煙民會在街上除下口罩吸煙，造成
播疫風險。衞生防護中心昨日便指
出，新增的一宗新冠病毒本地確診個
案，74 歲確診者便是在街上與一名
正吸煙的友人傾談 10 多分鐘，對方
沒有佩戴口罩，他亦證實感染病毒。
這名 74 歲男確診者（個案 1649）
上周六發病，有流鼻水病徵，現於東
區醫院隔離治療。該確診者表示，早
前曾在街上遇到一名 67 歲男友人，
對方當時正在吸煙，並未有戴口罩，
兩人在街上交談了10多分鐘。
他的友人上周四（9 日）發病，有
咳 嗽 及 喉 嚨 痕 癢 症 狀 ， 周 日 （12
日）確診（個案 1456），而他 6 月
底、7 月初曾光顧坪石邨的彬記粥麵
美食，62 歲妻子（個案 1455）亦同
告確診。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昨在疫情簡布會上強調，吸煙不戴口
罩是一個非常高危的行為，「對其他
人更是（危險），所以，最好當然是
不要吸煙」。

的士司機今起免費檢測

另外，該名吸煙確診者光顧的彬記
粥麵，已有多名的士司機染疫，為高
風險群組。運輸署昨晚公布，今日起
為的士司機登記預約接受一次性病毒
檢測服務，檢測屬自願性質，費用全
免。
持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及的
士司機證人士，每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9 時可致電登記熱線 1836 168，預約
7 月 19 日或之後採集樣本，當值人員
會登記司機姓名、身份證號碼、的士
司機證編號及聯絡電話號碼，司機登
記後會獲發短訊確認採集樣本日期、
時間和地點，而樣本採集中心設於林
士街停車場、油麻地停車場、荃灣停
車場和葵芳停車場。
的士司機預約時段到指定檢測地點
後，須出示身份證及的士司機證核實
身份，承辦商當值人員會為他們採集
咽喉拭子樣本送往檢測。檢測承辦商
不會備存司機個人資料，若檢測呈陽
性，承辦商會將樣本序號通知運輸
署，由運輸署將司機資料轉交衞生防
護中心跟進。

拒戴罩毆麥記經理 惡男終落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無戴口罩惡
男本周二（14日）凌晨與女伴光顧屯門山景邨
商場麥當勞快餐店，其間男經理好言勸喻戴上
口罩，惡男卻惱羞成怒打傷經理及打爛點餐機
屏幕，然後登上一輛客貨車逃去。警方繼當晚
拘捕涉案客貨車車主後，前日（15日）再拘捕
涉嫌普通襲擊及刑事毀壞的惡男，及接載惡男
逃走的男司機。惡漢稍後將被起訴相關罪名。
涉嫌打人的男子姓張（25 歲），疑有黑幫
背景，是被捕客貨車車主（27 歲）的胞弟。
駕駛客貨車被捕的男司機則姓羅（26 歲），
是張兄的友人，張兄和司機目前已獲准保釋
候查，下月中旬再向警方報到。
警方調查發現，施襲男子當晚登上一輛客貨車後

逃去。探員翻看「天眼」片段後，鎖定客貨車追
查，本周二（14日）晚在屯門富泰邨美泰樓一單
位，拘捕27歲姓張客貨車車主，根據線索再於前日
（15日）拘捕涉嫌施襲者和接載他逃走的司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搶 罩 潮 再 現

■涉在快餐店內襲擊勸戴口罩男經理的男
子被警方拘捕扣查。
子被警方拘捕扣查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昨日傍晚，上
百名市民在大圍一
家藥房排隊搶購口罩，而口罩未見坐地起價，一盒
50 個售價為 80 元。至昨日晚上，在大圍區內藥房
購買口罩的巿民仍絡繹不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