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染群組

進展（部分）

新增 初步 累計
◆上水屠房
◆麗豪航天城酒店地盤
◆屯門新墟康和護老中心
黃金分院

◆屯門中央廣場富臨酒家
◆李鄭屋順寧道
敬福護理院
◆新城電台
◆西營盤高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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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確診個案

◆輸入 4宗
◆不明源頭 61宗
◆與早前群組有關 84宗
◆初步確診 73宗
◆總數 149宗

本港本港77··3030疫情疫情

隔離設施

使用

設施

◆一線隔離病床
◆一線隔離病房
◆二線隔離病床
◆鯉魚門社區

隔離設施

總數量

1,236張
656間
約500張
約350個

使用情況

已佔77%
已佔80%
270張
162個

屯門富臨群組再
多一人確診；上水屠房
增加兩宗確診個案；另外
有三名司機及文員初步
確診，亦多兩名的士

司機確診。

本地確診個案中，
84宗與之前個案有關
連。屯門康和護老中心黃
金分院再多一人確診。深水
埗敬福護理院昨日初步確
診的院友今日證實

染病。

本港新增149宗
新冠肺炎病例，再創
單日新高，亦是連續第
九日破百，當中145宗
為本地感染，61宗

源頭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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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禁止全日堂食

的措施僅實施兩天便撤
回，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
徐德義昨日在疫情簡報會
上則解釋，由於市民隨街

用膳的情況十分不理想，政府因此盡快修
訂與調節措施，重新容許食肆可於晚上6
時前提供堂食，讓市民有多一個選擇，強
調政府從善如流修訂防疫措施。
徐德義昨在簡報會上多次被問到會否就

推行全日禁堂食措施道歉時，他一再重申
不同時段與不同場合採用什麼措施，都是
根據整體疫情和運作影響而定，過程中一
直與專家溝通和聽取意見。他又說，政府
理解新措施生效後，對於要上班的市民和

工作單位帶來相當不便與困難，部分情況
更非常不理想，因此政府即時回應，修訂
措施。
他又舉例指出，政府本月15日推出限制

晚市堂食措施，翌日收到不少意見，例如
一些偏遠地區的辦公室根本沒有食肆，政
府亦在聽取意見後容許員工飯堂不受限
制，「政府其實都喺度吸收經驗，如果要
再推出唔同措施嘅話，會再仔細想想對市
民帶嚟嘅影響，以及點樣做得更平衡。」
他重申，政府一直有與專家溝通，他們

有提供科學理據與原則，政府有參考，至
於運作細節則由政府內部不同部門制定，
審視實施時具體可行性以制定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平衡民意防疫 調控堂食限制

在堂食禁令下，民政事務總署
昨日為方便有需要市民用膳，
開放全港19間社區會堂及社
區中心，供市民自攜食物用
餐。不少到社區中心用膳的
市民認為環境不錯，較前日
在公園用餐舒適太多，防疫
措施亦充足，但認為政府最初
決策時未能體察民情，並歡迎政
府收回全日禁堂食措施。有市民則選
擇在公園用膳，認為在戶外進食更安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下午自攜外賣飯

盒，到其中一間開放的眾坊街梁顯利油麻
地社區中心用膳。進入前需要先探熱，有
職員提供酒精搓手液消毒雙手。中心內有
18張長枱，每枱中間有紙板分隔，可供兩
人使用，而枱與枱有1.5米距離。當有用膳
市民離開，即有職員清潔，防疫措施足
夠，亦未見市民隔枱傾談。
不過，由於政府前晚才宣布開放社區會

堂及社區中心，或因宣傳不足，記者逗留
半小時期間，最多僅約十人用膳。
到場用餐的巿民鍾伯伯表示，自己最初

並不想到中心，但視察後覺得環境不錯，
故買飯到場進食。他認為中心地方清潔寬
敞，較前日坐在公園被雨水打濕的石椅上

進食舒適太多，加上職員態度
良好，故滿意安排。從事飲
食業的雷先生也認為，中心
環境舒適，但更歡迎取消
日間禁堂食的措施，因為
始終無須帶着飯盒「通街
走」。
從事工程工作的陳先生表

示，理解政府要為市民安全採
取行動，但有關措施須經深思熟慮

才實行，並認為官員根本未有想過很多打
工仔都沒有辦公室或固定工作地點，每日
須到食肆用膳，日間也禁堂食是不體察民
情的「離地決策」，希望官員更貼地一點，了
解市民需要。
不過，有市民則選擇在社區中心對面的

公園用膳。葉伯伯表示，以往也習慣帶同
飯盒在公園用膳，感到無拘無束，且認為
社區中心可能更多人，與在餐廳進食分別
不大，認為在公園進食或更安全。
另一巿民謝小姐就表示，並不知道社區

中心開放讓市民用膳，但質疑為何政府當
初禁止堂食，卻又開放社區中心讓市民聚
集，做法矛盾。她歡迎今日恢復准許食肆
日間堂食，表示不用再周圍找地方用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社區中心供場開餐
做足防疫膳後即清

市民有啖好食
恢復日間堂食

食肆憂難以及時重開 促去盡「禁足」斷傳播鏈

特區政府早前採納了多名專
家意見，全面實施禁堂食政

策，曾支持及提倡該政策的專家、香港大學感
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昨晨在其社交平台
就此引起巿民的不便道歉，又形容日前「遍地
開餐」的情況是「慘不忍睹」，既然該措施行
不通，政府微調也無可厚非。

何栢良 許樹昌 袁國勇：立意好
何栢良昨晨在電台節目上表示，「全日禁

堂食」的原意是好，惟措施行不通就應修改，
否則只會衍生更多問題，「餐廳全日禁堂食作
為一個風險管理的措施，原意一定是好的，我
自己之前一直都支持這個做法，但是沒有配套

情況下，這個方法行不通就要變通，如不變通
而繼續堅持落去，就不是負責任的做法。」
他認為，政府可重新開放午市堂食，但餐

廳要進一步收緊防疫措施，包括每張枱的人數
再下調、放置隔板等，或可採取醫院飯堂的做
法，即食客背對背坐，或面對牆壁進食。他又
提醒市民進食時不要傾談，用膳後盡快戴上口
罩。
同樣在此前提出全面禁堂食的政府專家顧

問、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昨晨
在另一電台節目上亦表示，禁止堂食實施首
日，收到朋友傳來不少人踎街吃飯的相片，形
容情況「幾陰功」。他指出，雖然戶外空氣較
流通，但天氣熱，加上無地方洗手，仍有其他

傳染病風險。
他辯稱，全日禁堂食措施應該與在家工作

同步進行，但在政府實行在家工作安排後，跟
隨的私人企業數目不及第二波疫情，結果午餐
時段仍有很多人需要用餐。
同樣說過應禁堂食的政府專家顧問、港大

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堅稱，「禁堂食
令」做得對，他仍建議餐廳只可賣外賣，但就
可開放地方讓顧客進食，減少交叉感染，否則
會繼續產生傳播鏈，「侍應回收碗碟，碗碟已
有很多口水，甚至有很多病毒，拿進廚房放
下，再拿新的食物給另一些客人，手上或沾有
病毒，會將病毒傳開去，交叉感染的情況便會
出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三專家認有誤：微調無可厚非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在檢視
餐飲業務實施全日暫停堂食措施

的實際情況後，明白措施對上班僱員
帶來不便和困難，故決定由今日起恢
復提供日間堂食服務，但須採取更嚴
謹防疫措施，包括不得多於二人同枱
等。
至於其他餐飲處所的規定及限制則維
持不變，包括處所內人士除飲食外必須
一直佩戴口罩、為入內者量度體溫、提
供消毒潔手液等。政府並呼籲有關處所
負責人採取進一步措施，例如盡量安排
單向座椅、避免面對面的接觸和不安排
搭枱等，以減低傳播病毒風險。
對政府推行措施兩日即撤回，有茶餐
廳負責人表示，「可以做返堂食當然最
好，大家都好過。」有食客則鬆一口
氣，「唔使喺條街度開餐，返工搵食都
無咁難。」

盡力重新張羅留住熟客
但不少食肆都直言，對是次政策改變
措手不及。龍皇酒家飲食集團主席、外
號「幟哥」的黃永幟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龍皇酒家全線分店原訂休業
一周，之前已安排所有員工放無薪假，
政策話停就停，食材、員工都需要重新
張羅，料明天才能重新營業。
他續說，重開後每間分店只會擺放10

桌至20桌，每桌兩人，並會安排一半員
工開工，他坦言客量太少，未能抵消人
工和雜費等開支，「簡直係蝕到入肉，
唔開好過開，但為咗留住班熟客，都係
決定重開，畀到附近返工嘅打工仔、老
人家有地方落腳。」
在油麻地經營粉麵店的梁先生則向香
港文匯報表示，這兩天完全靠外賣支
撐，生意額下跌八九成，今日雖恢復日
間堂食，但預計生意額只能回升兩三
成。他指，政府採取的防疫措施未夠果
斷，並認為「長痛不如短痛」，同意實
施一至兩星期禁足令，規定市民有特定
需要及在特定時間才能外出，以完全切
斷社區傳播鏈。

皮費重要人手 酒樓未必重開
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會長胡珠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政府推出的措
施太倉卒，考慮未夠周詳，忽略市民反
應，也令業界無所適從。由於大型的中
式酒樓皮費大，需要人手多，且生意以
晚市為主，故不少已暫停營業的酒樓，
就算政府容許日間堂食服務，酒樓也未
必重開。至於較小型做街坊生意的酒樓
就會考慮重開，但需立即搬動枱椅以符
合新規例，以及聯絡職員上班等，「手
續十分繁複，但有工開總比無工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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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肆全日禁止堂食措施推行僅兩

天就被叫停，特區政府昨日宣布，

今天起食肆可恢復日間堂食（即上

午5時至下午6時），但每張枱最

多兩人用膳，入座人數不得多於座

位總數目的一半，晚市則繼續暫停

堂食，新措施生效至下周二 ( 8月4

日 )。市民對於恢復日間堂食，高

呼：「終於有啖好食！」但有打算

未來一周停業的食肆擔心未能及時

恢復營業，甚至有食肆負責人認為

「長痛不如短痛」，索性去到盡

「禁足」一兩周，以切斷社區傳播

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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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伯認為在公葉伯認為在公
園進食更安全園進食更安全。。

■地盤工人排隊買午膳外賣，然後進入油麻地梁顯利社區會堂進食。

■昨日午膳時間，到眾坊街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用
膳的巿民並不算多。

■仍有不少市民在戶外開餐。

■成車外賣。

■■黃永幟表示重新張羅人手並不容易黃永幟表示重新張羅人手並不容易。。■■梁先生認為應乾脆梁先生認為應乾脆「「禁足禁足」」。。

■■地盤工人進入油麻地梁顯利地盤工人進入油麻地梁顯利
社區會堂開餐前量度體溫社區會堂開餐前量度體溫。。


